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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 

第 1 章 引言 

经过长期的不断改进维护，通过在多个软件项目，多位商业用户的实战考验，能满足不

同规模软件项目的快速开发、快速整合、快速实施、灵活配置与管理的要求。为企业或个人

在.NET 环境下快速开发信息化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开发人员不需要开发系统的基础功

能模块和公共模块，框架本身提供了强大的函数库和开发包，开发人员只须集中精力专注自

身业务部分的开发，大大提高开发效率和节约开发成本。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思维充斥我们的社会，企业信息化也已经进入一个全新

的阶段。这对软件从业者和软件公司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软件公

司和程序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和金钱。一套完美的快速开发框架非常适合企业管理软件和互

联网平台后台系统开发，框架中提供了完善的权限角色管理功能，快速开发功能，工作流引

擎开发功能、即时聊天、微信应用、动态报表生成、任务调度、多语言等通用的功能模块，

以及可扩展的系统机制，美观简洁的 UI 界面风格。通俗的来说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

框架其实是一套软件半成品，相当于一座建好的毛坯房，主体框架已经建好，样板间已经做

好，各类装修材料已经备齐，您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来装修完房间就可高价出售。 

 

1.1 文档目的 

本文档为《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编写本使用说明书的目的是充分叙述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所能实现的功能

及其运行环境，以便使用者了解本软件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并为软件的维护和更新提供

必要的信息。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定位于技术层面，其主要目的是为统一公司内相关产

品研发和项目实施使用的技术架构和开发工具，有效提高统一技术支持力度，形成持续的技

术积累手段，提升技术人员的利用率并降低对人员的依赖性，最终提升软件的规模化、流水

线式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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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对象与用户群体 

 中小型软件开发公司，技术支持、技术咨询公司。 

统一的权限、模块分配，授权机制，多数据库开发的支持，多个常用商业控件集，统一

的升级部署等。可成为众多中小型软件开发、技术支持、咨询公司项目的配套工具，应用开

发的标准参考模型，提高开发效率，节约开发的人力、物力等成本，专注于自身业务。 

 

 管理类软件开发者。 

管理类软件开发人员随着自己技术能力、业务能力等提升，难免不会在外面接点私活，

对于客户提出的项目要求利用《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你可以只专注其业务要

求，开发完成，几分钟即可部署到此框架上，快速简单，安全可靠，又专业。 

 

 想进一步提升自身技术能力的开发者、学生等。 

你想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吗？你想在职业生涯快速提升吗？你想学习实际的大型商业

项目吗？此框架就是你的选择。此框架设计严谨、编码规范、简单易读、同时其通用性与规

范性，是作为学习研究的佳品。作为学生、刚出生社会的开发人员或想提升自身开发实力的

人，本框架的编码规范，数据库设计思想、分层理念、RBAC 授权机制、设计模式、面向服

务的开发思想、商业控件开发方法、统一的升级部署等等都值得你参考学习。 

 

 培训机构。 

对于培训机构，一个好的培训项目不仅可以让培训的学子受益匪浅，让其培训后方可直

接投入实际的工作之中，同时也能提升培训机构的自身品牌。不仅可大大的节省培训成本，

更重要是的可以缩短培训周期，让培训学子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对于很多政府机关单位，其内部都有自己的开发团队，他们专注自身业务的同时，若能

有一套可把多个系统统一高效、方便的部署到一个框架下，实现统一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选择一个合适的，安全可靠的，实际使用效果良好的框架非常重要。《RDIFramework.NET 快

速开发框架》就是你的选择。 

 

 企业、工厂等。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一个企业，工厂等信息化的建设已成为不能忽视的一环。 

不管是企业、工厂，都不止一套管理系统，这些分散的系统很难管理，数据分散不一，集成

困难等，如果把这些系统统一的部署到一个框架下，那些这些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最大

程度避免重复开发、反复原地踏步，最大限度使内部的产品、项目等各功能模块之间有更高

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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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公司的困扰 

1、如何提高开发效率 

项目型软件公司每接到一个新的项目就会安排一组人员进行项目开发，开发效率越高就

能接更多的项目，更早地收到客户的尾款，而实际情况是需求经常会有各种变更，再加上一

些其它意外状态使得项目交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期交付不要说尾款，只要客户不追究违约责

任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2、如何降低开发成本 

软件公司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现在软件工程师的待遇相当不菲，特别在一线城市

一个稍有经验的工程师动不动就是 10k+的月薪，软件企业必须考虑人力成本问题。降低开

发本本主要就是降低开发难度、减少重复劳动同样的人做更多的事。如果招个月薪 5k 的人

照样能快速地开发软件该有多好。人力成本的节约，可以让项目组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业务

之中。如果在项目组之下构建一个统一的架构平台，把技术共性问题提炼出来，交给一个团

队统一负责处理，这样就可以避免每个项目都去独立解决复杂的技术难题，有效的把精力解

放出来。 

 

3、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 

瀑布式开发只是个传说，软件项目要面对无休止的需求变更，如果在项目的整体设计时

没有考虑到这些变更将会造成项目的延期，由于开发成本的升高而导致项目亏损甚至失败。 

 

4、如何站在技术的前沿 

软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很多新技术出现，从 BS 技术的兴起再

到 APP、微信应用光是这些技术名词都已经让人眼花缭乱。如果花很多精力来钻研这些新技

术倒是能跟得上时代让产品在技术上保持竞争力那么产品的灵魂又怎么办呢？毕竟业务上

的实现才是产品的灵魂。要是有人专门帮我更新产品的技术框架就好了。 

 

5、如何应对开发人员的流失 

现在软件开发人员跳槽比较频繁，普通的工程师跳槽还好，一旦碰上团队核心成员出走

轻则让项目延期，重则导致苦心研发的产品中途流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摆脱对开发人员

的过度依赖，如果公司的所有项目、产品都在一个统一的开发平台上开发，并且有专人维护

这套开发平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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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软件公司的软件部门的困扰 

1、如何解决需求比较零碎期望开发周期短的问题 

业务部门经常会零零散散地提出一些需求，本来按照工作量来评估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完

成的他们会问：明天能 ok 吗？这样开发部门就很头疼，看起来零零散散的几个需求权限得

做一套，还会用到一些基础资料。如果开发周期留得短，软件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下次再

加几个需求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的设计根本无法承载。那么我要重构以前的代码吗？如果有

一套通用性比较好的开发平台，每次能直接往开发平台上挂功能就好了。 

 

2、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你看别人家开发的软件这么漂亮，你开发的怎么这么丑！别人家的软件都有微信版本了！

别人家的软件性能这么好！别人家的代码这么工整！... ...够了够了！又是别人家的软件工程

师牛了，软件漂亮别人是有前端开发工程师有美工的好不好、别人有架构师的好不好、别人

家还有需求分析师。谁让我们不是专业的软件公司，只是不能带来直接收益的软件部门。人

员没给我配齐又想什么都做到最好，我能生出来吗？要是有套能生出软件的开发平台就好了。 

 

3、实现这些业务逻辑只要两小时，而搭框架却花了我半个月 

我们非常熟悉业务流程，完成业务功能的开发只需要两小时，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

开发，以前的代码太乱了，框架要重新搭，基础资料要开发，权限要实现，大多数时间都用

在用户不关心的东西上面，加了好几个班赶出来的东西，最后用户还嫌我做得丑不够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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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为什么要使用快速开发框架 

软件系统随着业务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同领域的业务所涉及到的知识、内容、

问题非常非常多。如果每次都从头开发，那都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且并不一定能将它做好。

团队协作开发时，没有了统一标准，大家各写各的，同样的重复的功能到处都是。由于没有

统一调用规范，很难看懂别人写的代码，出现 Bug 或二次开发维护时，根本无从下手。（无

框架不堪回首的黑暗日子请看前面章节的讲述） 

 

而一个成熟的快速开发框架，它是模板化的代码，它会帮我们实现很多基础性的功能，

我们只需要专心的实现所需要的业务逻辑就可以了。而很多底层功能操作，就可以完完全全

不用做太多的考虑，快速开发框架已帮我们实现了。这样的话，整个团队的开发效率可想而

知。另外对于团队成员的变动，也不用太过担心，快速开发框架的代码规范让我们能轻松的

看懂其他开发人员所写的代码。 

 

1.6 开发框架能帮您解决什么问题？ 

一、提高开发效率 

    整体框架都已经搭建好了，开发者只用实现业务功能。并且 RDI 开发框架内已经集成了

大量业务模板，大量的公共组件，开发人员都可以进行参考来快速完成开发工作。比起传统

的开发至少要节约 90%的工作量。 

 

二、提升软件质量 

规范的编码，专业的架构，稳定高效的底层。这是软件质量的先天优势。基于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做开发的话，您的软件质量可以大幅提升，让您的软件赢

在起跑线上！ 

 

三、降低成本 

本身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就是在降低成本。现在软件工程师的工资一般都比较高，特别是

架构师级别的动不动就数十万年薪，使得软件的成本很高。但是使用 RDI 开发框架，初级程

序员甚至只要思路清晰的人就可以进行功能开发。开发周期变短，对开发人员的要求变低这

也使得开发成本呈几何数字下降。 

 

四、提高客户满意度 

开发框架为开发人员提供了美观简洁的 UI，外观漂亮、操作简洁，用户体验必定大大

提升。开发效率高、软件质量好自然客户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 

 

五、提升项目质量 

框架的最终目的是要千人一面，而不是千人千面。采用了统一的快发框架后，在技术栈，

技术组件，技术方案，甚至在代码规范上就能形成标准化的技术输出模式，其带来的不仅仅

是开发效率的提升，还有产品品质的的提升，提升产品的稳定性。 

 

六、提供一个稳定高效的技术支持团队  

    维护期内由 RDI 框架开发团队原班人马为您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不管是架构还是编码

都能全方位地为您服务，让您免去因人员流失而给软件项目带来的各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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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持续的技术沉淀与积累 

技术的进步来源于不断的技术积累和沉淀。每个工程师都是站在别人肩膀上完成工作的。

以项目为导向的技术团队，一般都会以实现业务需求为最重要的目标，技术只不过是完成业

务的一种工具而已。基于此，业务开发团队就不可能把技术积累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当一

位核心员工构建了一些基础的平台工具后，往往随着他的离开把之前的技术积累全部丢弃掉，

而更严重的情况会导致整个项目的持续运行都成了问题。 

当存在公司级别的统一开发框架（平台），项目团队基于该平台进行自身项目的研发，

不再需要关注于底层技术实现，只需要关注业务即可。当存在核心同事离职时，平台的研发

同事可以对新进入项目的同事进行相关培训，不会导致青黄不接的事情发生。而且，专注于

平台的同事为了更好的满足项目组的技术需求，对平台进行不断的改进，从而达到技术积累

和沉淀的目标。 

 

八、提供框架源代码，提供完整的授权 

框架提供全部源代码，毫不保留。您可以放心地拿这套框架去开发自己的产品，出售自

己的产品时无需再次授权，毫无后顾之忧。 

 

 九、可衡量的研发投入、管理考核标准 

当基于同一开发框架（平台）的标准化技术规范建立起来后，对业务功能的代码实现就

可以进行相对有效的评估和考量，可以避免因为技术实现差异而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对 KPI 

的制定和考核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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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开发框架可二次开发的项目 

一、业务管理软件 

ERP、MIS、CRM、WMS、MES、TMS、物流快递、医院管理等这类企业管理系统已经被

几家大的软件公司产品化，但是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业务需求，每家企业都会有自己不同的

业务需求。标准品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所以我们很难采购到自己想要的产品。独立从头到尾

开发一套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头来成本可能比采购软件成品还高，

RDIFrameo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已经为开发都搭好框架预置了各类基础模块可以直接使用，

另外系统根据各类系统的特点建立了多套开发模板，开发者可以按照开发向导快速开发出各

种业务系统。 

 

二、协同办公软件 

    RDIFrameo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已经内置了工作流引擎、即时通讯模块再配合框架完

善的权限管理模块您可以轻松地定制自己的协同办公软件，为实现 OA、ERP、CRM、HRM、

KM 等系统的开发变得非常简单甚至不需要编写一行代码。 

 

三、电商平台后台 

    利用 RDIFrameo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强大的后台管理功能对开发电商平台后台也非

常方便。 

 

四、商业智能（BI）软件 

RDIFrameo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集成了大量图表插件，并且提供了智能图表功能，开

发者只需要按照向导操作就能生成图形报表。所以此框架也非常适合开发 BI 软件。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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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术语与缩写词 

1)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作为传统访问控制（自主访问，

强制访问）的代替受到广泛的关注。在 RBAC 中，权限与角色相关联，用户通过成为适当

角色的成员而得到这些角色的权限。这就极大地简化了权限的管理。在一个组织中，角

色是为了完成各种工作而创造，用户则依据它的责任和资格来被指派相应的角色，用户

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角色被指派到另一个角色。角色可依新的需求和系统的合并而赋予

新的权限，而权限也可根据需要而从某角色中回收。角色与角色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以

囊括更广泛的客观情况。 

2) 角色：角色（Role）为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模型中的基

本元素。 角色是权限分配的单位与载体。角色通过继承关系支持分级的权限实现。我们

通过对角色分配访问权限控制，然后对用户或者用户组分派角色来实现用户的访问权限

控制。 

3) 用户权限：就是用户的权利，即用一个帐户登录后，那些功能可以使用，那些功能无法

使用，这就是管理员对其设置的权限,只有附合权限的人才可以使用对应的功能。权限就

是权利的限制范围。 

4) 角色权限：与用户权限相对应，即为角色的权利。 

5) 用户（User）：能够使用应用的唯一身份的人。 

角色（Role）：一定数量的权限的集合，权限的载体。 

组织机构（Organize）：企业管理中企业分层的基本单元，在本系统中机构只支持单树模

型一个企业只有一个根机构（总部），除开根机构其他机构只有一个父机构，可以有多个

子机构。 

岗位（Position）：一个企业的某个部门的职位（相当于在部门下有相同职能的员工的集

合），它隶属于某个具体的部门，并且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员工在岗位上任职。 

员工（Staff）：企业中的人员，一个人员属于一个机构，一个人员可以关联一个用户。 

6) 操作权限：抽象为什么资源有什么权限，操作权限包括用户、角色、组织机构有什么权

限。 

7) 数据权限：数据集权限抽象为什么对象对什么资源有什么权限，数据权限包括模块权限、

管理范围、授权范围、资源权限、表权限、列权限、数据集权限。数据集权限主要是通

过约束条件实现的记录级权限。 

8) 其他。 

http://www.rdiframewo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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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产品概述 

对比传统模式的软件开发和基于闭源软件平台开发，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

开发的优势就能明显的体现出来。开发人员使用快速开发框架进行开发，只需专注业务逻辑

的编写，不需要把心思花费在架构上。大大减小了开发难度，缩短了开发时间。公司使用了

快速开发框架，可大大缩短项目的开发周期，提高开发的效率。产品的稳定性提高了，质量

提高了，接单的效率也就提高了。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让开发人员不加班，让

公司减少成本，提高效益！ 

 

2.1 产品用途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基于.NET 的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整合框架，为企

业或个人快速开发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开发人员不需要开发系统的基础功能和公共模块，

框架自身提供了强大的函数库和开发包，开发人员只需集中精力专注于业务部分的开发，因

此大大提高开发效率和节约开发成本。框架采用目前最主流的 C#语言开发完成，支持多种

数据库类型，支持 BS、CS。使用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能提高管理类软件系统的

整体质量、提高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兼容性、提高代码的重复利用率，使软件系统架构更加合

理、质量更加过硬，使得劳动成果最大程度上重复利用。框架基础模块包括：强大灵活的权

限控制组件，模块分配与管理组件，灵活易用的工作流组件、数据字典管理组件，丰富的报

表统计组件、即时通讯（IM）组件、自动升级组件，各种常用的商业控件，强大的基于本

框架的代码生成器，开发实例、丰富的基础类库、开发辅助工具等各基础常用功能组件。框

架提供的大量通用插件，完成功能的开发就像搭积木一样，只需要把各种组件进行组合拼装，

拼装好了系统的开发也就完成了。应用系统建立在此框架之上，采用构件式、可复用开发，

节省开发成本，加快开发速度，在软件开发上更好的做到多快省。适合低中高任意开发水平

的开发者,可以开发 OA、ERP、BPM、CRM、WMS、TMS、MIS、BI、电商平台后台、物流管

理系统、医院管理系统、快递管理系统、教务管理系统等各类管理软件。由框架开发团队的

原版人马直接提供技术支持，为您顺利完成开发工作保驾护航。不管您是零基础还是专业开

发人员，都能轻松驾驭这套开发框架。 

 

2.2 产品优点 

 、本产品系作者多年经验累积而成，且应用于多个实际项目中，经过长期不断修改，

完善，优化而成，目前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商业用户使用。 

 

 、强大灵活的权限控制，单点登录，授权机制符合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权

限不仅能控制到菜单（功能模块）级、操作权限级，同时控制到了数据级，授权范围级（类

似数据库中的被授权用户在获得指定权限的后还可以将指定权限授予其他用户。）。 

 

 、统一的模块配置、分配。使系统开发思路更为清晰，模块分配更容易，并行开发，

真正提高开发效率。 

 

 、支持多种数据库开发，多种界面选择。支持 B/S、C/S 系统，可以支持 Java、ObjectC++、

Swift 等语言开发项目的接口功能，SQLServer、Oracle、MySql 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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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统一的系统升级组件，部署简单。 

 

 、提供各大型商业常用控件，让开发更简单，更快速，让你专注于自身业务，同时提

供基于框架的强大的代码生成器（使用数据库与 PowerDesigner 设计源文件两种方式进行生

成），对开发效率的提升无庸置疑。 

 

 、框架采用 SOA 理念，服务层可部署为 WCF、WebAPI、Windows Service、Web Service、

Remote 等。 

 

 、客户端可根据实际产品需要定制为：Web、WinForm、WPF、Silverlight 等。 

 

 、编码简单易懂，适合常用设计模式，注释详细。提供全部的设计文档、源码实现、

配套说明文档，可以在不同软件项目中反复使用，提高工作效率。提供完善的接口函数调用

说明、开放接口、开放源码、开放数据库结构设计。 

 

、二次开发简单，几分钟即可部署一个系统（快速、简单、高效、安全、可靠）。 

完全支持最终用户的个性化 2 次开发实际需求，提供完善的接口函数调用说明、开放接口、

开放源码、开放数据库结构设计。相关设计文档、配套资料可以在不同软件项目中反复使用，

提高工作效率。 

2.3 主要特点和要求 

1、代码模板化 

快速开发框架一般都有统一的代码风格，同一分层的不同类代码，都是大同小异的模板

化结构，方便使用模板工具统一生成，减少大量重复代码的编写。在学习时通常只要理解某

一层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就等于了解了同一层的其他大部分类结构和功能，容易上手。团队

中不同的人员采用类同的调用风格进行编码，很大程度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方便维护与管

理。 

 

2、重用 

快速开发框架一般层次清晰，不同开发人员开发时都会根据具体功能放到相同的位置，

加上配合相应的开发文档，代码重用会非常高，想要调用什么功能直接进对应的位置去查找

相关函数，而不是每个开发人员各自编写一套相同的方法。 

 

3、高内聚（封装） 

快速开发框架中的功能会实现高内聚，开发人员将各种需要的功能封装在不同的层中，

给大家调用，而大家在调用时不需要清楚这些方法里面是如果实现的，只需要关注输出的结

果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 

 

4、规范 

快速开发框架开发时，必须根据严格执行代码开发规范要求，做好命名、注释、架构分

层、编码、文档编写等规范要求。因为你开发出来的框架并不一定只有你自己在用，要让别

人更加容易理解与掌握，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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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扩展 

   快速开发框架时必须要考虑可扩展性，当业务逻辑更加复杂、数量记录量爆增、并发

量增大时，能否通过一些小的调整就能适应？还是需要将整个框架推倒重新开发？当然对于

中小型项目框架，也不必考虑太多这些内容，当个人能力和经验足够时水到渠成，自然就会

注意到很多开发细节。 

 

6、可维护 

成熟的快速开发框架，对于二次开发或现有功能的维护来说，操作上应该都是非常方便

的。比如项目要添加、修改或删除一个字段或相关功能，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十来分钟或不

用花太多的工夫就可以搞定。新增一个数据表和对应的功能，也可以快速的完成。功能的变

动修改，不会对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代码不存在硬编码等等，保证软件开发的生产效率和

质量。 

 

7、协作开发 

  有了快速开发框架，我们才能组织大大小小的团队更好的进行协作开发，成熟的框架将

大大减轻项目开发的难度，加快开发速度，降低开发费用，减轻维护难度。 

 

8、通用性 

同一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开发框架，功能都是大同小异的，不用做太大的改动就可以应用

到类似的项目中。在快速开发框架中，我们一般都会实现一些同质化的基础功能，比如权限

管理、角色管理、菜单管理、日志管理、异常处理......或该行业中所要使用到的通用功能，

使框架能应用到某一行业或领域中，而不是只针对某公司某业务而设定（当然也肯定存在那

些特定功能的应用框架，这只是非常少的特殊情况，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 

 

2.4 产品运行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采用目前主流的C#语言开发设计完成，运行环境需.NET 

Framework 4.0 以上，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安装.NET Framework 4.0，

可以在打开下面的链接进行下载安装。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netframework/aa569263.aspx 

本产品支持多种产品的数据库，如 Sql Server、Oracle、MySql 等，可根据你的需要，选

择适合的数据库数据产品后台数据库。 

 

2.5 产品结构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产品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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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产品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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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项目部署 

 

3.1 框架数据库安装 

1）、打开 SqlServer 企业管理器（确保已经安装了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版本，若没

有安装，请参考相应的安装方法）。 

方法一：开始菜单→运行。输入：“SSMS”后确定。 

方法二：开始菜单→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确定即可。 

2）、附加框架数据库。 

步骤 1、右键单击数据库，选择“附加”，如下图。 

 

图 3.1.1 附加框架数据库 

步骤 2、打开“附加数据库”对话框，单击“添加”按钮，找到框架目录下的 Db 目录

下的“RDIFramework36.mdf”与“RDIFrameworkWF36.mdf”后确定，即可附加框架数据库。

或者创建名为“RDIFramework36”与“RDIFrameworkWF36” 的空数据库再使用我们提供的

备份文件.bak 还原即可。 

 

以上为 SQLServer 版本数据库的安装，对于 Oracle 数据库的安装，直接通过 imp 命令导

入我们提供给你的 ORACLE 备份文件即可。同理 MySQL 数据库的部署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的

视频进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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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框架发布 

发布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Visual Studio 打开我们的提供的框架源码，直接用 VS 进行浏览，

也可以通过 VS 发布到 IIS 中去浏览，具体的发布方式可以参考我们官网的一篇文章

“VS2012+Win7 网站发布详细步骤”，地址为：http://blog.rdiframework.net/article/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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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框架配置、登录与主界面 

4.1、框架配置与登录 

配置相当的简单，配置文件是放在 Web 主项目的 “XMLConfig\ system.config”下，如

下图所示。 

 

把 Value 值修改为你的数据库连接相配置的字符串即可，此处为 MySql 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

对于框架相关数据库的类型是通过“RDIFrameworkDbType”、“WorkFlowDbType”来进行设

置的，如上图所示，此处为“MySql”。当然，如果为 ORACLE 或 SqlServer 类型的数据库，

则同步修改“RDIFrameworkDbType”为 Oracle，“RDIFrameworkDbConection”为 Oracle 或

SqlServer 的连接字符串即可。 

 

下面给出常见配置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的配置。 

SqlServer 2008 连接字符串设置如下： 

SQL Server 身份验证设置如下： 

<addkey="RDIFrameworkDbConnection" 

value="DataSource=myServerAddress;Initial 

Catalog=RDIFramework;uid=myUsername;password=myPassword" /> 

Windows 身份验证设置如下： 

<addkey="RDIFrameworkDbConnection"value="Data Source= myServerAddress;Initial Catalog= 

RDIFramework;Integrated Security=SSPI;" /> 

ORACLE 连接字符串设置如下： 

Using TNS 设置如下： 

<addkey="RDIFrameworkDbConnection"value="Data Source= RDIFramework;User 

Id=myUsername;Password=myPassword;" /> 

Using integrated security 设置如下： 

<addkey=" RDIFrameworkDbConnection"value="Data Source= RDIFramework;Integrated Security=SSPI;" 

/>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25/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Using ODP.NET without tnsnames.ora 设置如下： 

<addkey="RDIFrameworkDbConnection"value="Data 

Source=(DESCRIPTION=(ADDRESS_LIST=(ADDRESS=(PROTOCOL=TCP)(HOST=MyHost)(PORT=MyPort)))(CONNEC

T_DATA=(SERVER=DEDICATED)(SERVICE_NAME=MyOracleSID)));User 

Id=myUsername;Password=myPassword;" /> 

对 于 其 他 类 型的 数 据 库连 接 字 符串 可 通 过下 面 的 网址 进 行 参考设 置 。

http://www.connectionstrings.com/ 

 

1. 框架 Oracle 连接字符串设置如下： 

 
2. 框架 SqlServer 连接字符串设置如下： 

 

3. 框架 MySql 连接字符串设置如下： 

 

把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成功部署到 IIS上后（部署的方法可参考相关文章），

进入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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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开发框架 3.7 Web 版本对多语言进行了全新的支持。在登录界面可以选择对应的语

言进行登录，目前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其他语言可自己扩展。输入正确的用

户名与密码（默认超级管理员的用户名与密码一样，都是：Administrator），以及验证码后，

即可进入主界面，如简体中文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主界面左侧为导航菜单，右侧为工作区，选择左侧导航菜单中相应的导航项，即可打开

对应的功能列表。 

 繁体中文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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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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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框架主界面组成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主界面采用了时下非常流行的布局方式，左侧是各功

能模块区域，右键为相应功能模块操作区域，刚登录进来主工作区为主页（起始页），可根

据自己的业务要求定制。头部为标题与常用功能展示区，头部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按钮

图标，如下： 

 

 上图中的按钮可以自由扩展，第一个按钮为即时消息提示： 

 第二个按钮是密码修改，如下图所示，可以自己自己的登录密码。 

 

 第三个按钮是切换主题，如下图所示，框架默认提供了 12 种主题风格，也可以自行扩

展自己的界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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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右上角的用户头像，可以退出系统或查看我的资料，如下图所示。 

 

第 5 章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针对员工、用户、角色、组织机构、岗位、模块划分、操作权限项划分、

用户与角色的授权管理。 

5.1 员工管理 

员工（职员）管理主要是对集团、企事业内部员工进行管理。在后面的章节可以看到有

一个用户管理，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员工包含当前企事业单位的所有职员（如保安、保洁

员等），这些员工不一定都需要登录到系统中做相应的业务操作，而用户则是可以登录到系

统中进行操作的系统使用者。如果某个职员也可以进行登录，那么我们可以不必要再为其加

一条用户信息，可以直接做个映射即可把当前员工（职员）映射为用户。 

员工（职员）管理包括员工的添加员工、修改员工、删除员工数据、导出数据员数据、

移动员工等。在框架主界面导航区选择“员工管理”进入员工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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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员工（职员）添加 

添加员工（职员）如下图所示： 

 

在添加员工操作界面，操作员可以输入新员工的相关资料完成员工的添加。 

 

5.2、员工（职员）修改 

编辑员工（职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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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编辑界面，操作员可以修改员工的相关信息（如：联系方式、职称等信息），对

于离职的员工，也需要修改对对应的离职状态，如果某个员工离职，则将上图中的“离职”

状态选中，同时填上离职日期。根据需要，可适当填写离职原因与离职去向，以做备案。 

5.3、员工（职员）删除 

对于确定需删除的员工，可以在“员工管理”主界面对其进行删除，在这儿是逻辑删除，

如果误删，需要数据库管理员在数据库中恢复其删除标志（DELETEMARK）为 1，即可进行

恢复。 

 

5.4、员工（职员）移动 

在一个公司我们会经常遇到某些人会做职位、部门等的调整，这时就需要变更其组织机

构。在“员工管理”主界面，选择要移动组织机构的员工后，选择“常用辅助”下的“移动”

子菜单，在弹出的“选择组织”对话框中，选择要移动到的组织机构后，即可把当前员工移

动到所选的组织机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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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员工（职员）数据导出 

对于员工数据我们可以导出到本地进行备案，同时也可对员工数据进行导出，方便员工

的添加，提高工作效率。选择“导出”，弹出导出窗口，如下图所示： 

 

 设置好要导出的相应字段后，单击确定即可对员工数据导出，导出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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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模块主要是对可登录系统的用户进行管理。后续的工作如：用户归属角色、权

限的分配、用户所拥有的相应功能模块、各业务系统权限的分配、协同办公等都是以此为基

础。用户管理的主要功能有：用户的搜索、新增用户、修改用户、删除用户、设置用户的默

认角色、设置用户密码、设置用户的有效性、用户数据导出、用户的离职处理等。用户管理

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用户管理”主界面按组织机构来进行分类用户管理，清晰与直观并展示速度快，同时

使用全新的分页技术进行大数据量下用户的分页管理，支持多种数据库。同时通过用户管理

主界面我们可以直接的查看离职、无效的用户，在主界面上都进行了相应的展示。 

在用户管理主界面，有用户管理相应操作权限的登录用户可以添加、修改、删除、设置

密码、查询用户、设置用户的离职状、查看指定用户对系统的访问情况。此模块一般分配给

具有系统管理员角色的用户，以防误操作，超级管理员用户不允许被修改与删除。当然，

对于框架核心数据删除操作都是逻辑删除而非物理删除。即删除是在相应记录上打上了删除

标志。若要恢复误删的数据，可以联系具有操作数据库的用户（如：DBA）进行数据恢复。

在此界面上仅实现了用户管理服务接口部分常用功能，其他功能在服务层都已完美实现，用

户可做相应的扩展，具体可参考框架的服务接口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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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用户添加 

添加用户界面如下图所示。 

 

 

5.2.2、用户修改 

 修改用户如下图所示： 

 

在修改用户界面，操作员可对用户的相应信息进行修改，对登录用户名的修改需要谨慎，

以免修改后用户不能正常登录，如果一定要修改登录用户名，则要告诉相应的用户登录用户

名已变更。修改用户时不允许重复用户名，若输入了编号，编号不允许重复，系统会自动会

检测数据是否已经重复，已被设置为删除标志的用户不再重复验证的范围内，系统中的登录

用户名也可以由管理员进行修改。 

5.2.3、设置用户密码 

设置用户密码如下图所示，根据操作员的选择可以单个或批量设置用户的密码。在添加

用户时可以先让用户的密码为空，待所有用户添加完成后再进行批量统一设置密码，这样不

仅可以节省操作时间，也可防止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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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直接重置为默认密码，可以直接单击“重置密码”按钮快速重置，如下图。 

 

5.2.4、删除用户 

对于离职的用户可以进行删除（在框架中是逻辑删除）。 

员工离职时不建议直接删除用户，例如员工离职了，很多系统中的历史真实数据记录不

应该被删除，，应该将用户设置为停用状态（取消有效状态），员工离职后，就把用户删除了，

可能会引发一些数据关联性、引用上的错误，例如人辞职了，以前的工资数据、工作日志数

据、项目数据等等都已是发生过的真实数据，不应该把这个用户给删除了，相关数据都应该

作为历史数据保留下来、留下历史痕迹才是正确的做法。按理，一切数据都不应该物理删除，

而是进行逻辑删除才对，例如进行了删除操作，只是给数据打上一个删除标志（例如我们框

架数据表里的 DELETEMARK 字段标志设置为 1、表示已经被删除了），若真需要删除数据，

应该由数据库管理员进行真正的物理删除操作，物理删除一条数据是非常容易，但是由于误

删了一条数据，想把这条数据再恢复过来的代价往往是非常昂贵的，切记！ 

在操作员对选择的用户执行删除操作前，应对其进行询问是否真要进行删除，以防误删，

这是必须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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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导出用户数据 

在“用户管理”界面，我们可以对用户进行导出操作。 

 

5.2.6、用户离职 

用户离职后也就不能再登录系统了。在“用户管理”主界面单击“常用辅助”下拉菜单

中的“离职”按钮可以对离职的用户进行设置，方便我们的维护与跟踪。如图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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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用户访问日志 

在用户管理界面直接可以方便的查看指定用户对系统的访问情况，值得说明的时，这两

个窗体是直接显示在主界面的 Tab 中的，而不是弹出窗口的形式，这也是应重多用户的要求

在 3.0 版本新增的功能。在“用户管理”主界面选择“访问日志”->“用户访问详情”，就

可以打开“用户访问详情”界面，在这儿显示了所选用户对系统的访问情况，操作情况等。

如图下图所示。 

 

在“用户管理”主界面选择“访问日志”->“用户访问情况”，在“用户访问情况”界

面我们可以看那些用户在线，那些用户是可用，限制 IP 登录，访问的时间，登录的次数等，

还可以在左侧按组织机构进行查询，如图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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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模块主要为了方便框架权限的分配，提高权限分配的效率，减少重复设置权限

的工作量。角色（用户组）管理模块可让操作员灵活配置整个框架所包含的角色或用户组。

注意了，此处我提出了用户组的概念，有的商业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谈到为什么不单独设置“用

户组”功能模块，在此简单说明一下，角色也是一种分组方式，用户组也是一种分组方式，

为了不太过复杂，本框架约定统一使用角色对相应用户进行分组，当然角色也有一个分类，

我们强烈建议，访问系统对角色进行充分合理的规划并分类，以免将来发生混乱（相应的系

统拥有相应的角色）。“角色管理”功能模块主要包括：整个框架都有那些角色、相应角色所

拥有的用户、角色所拥有的操作权限/模块菜单、对角色进行排序、新增、修改、删除角色，

对角色进行搜索等，角色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5.3.1、角色添加、修改与删除 

 操作员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新增、修改、删除）框架所拥有的相关角色，系统角色

强烈建议不要修改，是保证整个框架正常运行的基础。 

a) 角色“新增/修改”功能。 

根据需要可以新增角色，对于已有的角色可以进行修改，对于不用的角色可以进行停用

或删除。在新增或修改角色时名称不允许重复且为必输项。新增角色界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对于已有的角色，如果想取消其拥有的相应权限，可以取消角色的“有效”标志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41/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停用角色），这样就相当于这个角色被停用了，如果后其想启用也很方便。“角色分类”可

以把具有相同类的角色归为一类，方便管理与查询。相应的分类值可在“数据字典”中进行

设置。 

修改角色界面如下图所示： 

 

b) 删除角色。 

对于确定无用的或错误分配的角色等可以在“角色管理”界面进行逻辑删除。 

 

 

5.3.2、角色用户设置 

 角色用户关联设置可以设置所选角色所拥有的用户，在角色用户设置主界面中左边显示

的待设置的用户，右侧选择的是已经设置的用户，操作非常之方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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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搜索角色 

在“角色管理”主界面，我们可以按“角色分类”进行角色的显示，选择相应分类，就

会显示此分类下的所有角色。还可以通过角色编码或名称、角色的创建时间来进行过滤。 

 

 

5.3.4、角色导出 

在“角色管理”主界面，选择“导出”功能按钮可以导出角色数据到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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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组织机构管理 

 组织机构管理模块提供直观方便的组织机构管理，以树型结构显示单位和部门的机构体

系，可根据需要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或移动、组织机构权限设置等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处

理。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5.4.1、组织机构添加、修改与删除 

一个集体、单位和公司根据实际需要有时会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添加、修改或删除），

通过在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上选择相应的操作按钮即可实现。添加组织机构的操作界面如下

图所示。 

 

 在新增组织机构界面上要选择主管理者（负责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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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组织机构界面如下图所示： 

 

 删除组织机构时需要说明的时，如果当前组织机构下有子组织机构是不允许删除的，如

下所示，会自动提示。 

 

5.4.2、移动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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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需要对组织机构进行移动合并操作，在“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选择需要移动的组织机

构，单击“移动”按钮，即可打开“组织机构选择”界面，选择需要移动到的组织机构即可

完成组织机构的移动。组织机构的选择如下图所示。 

 

5.4.3、用户组织机构权限设置 

 用户组织机构权限是用于批量设置用户对组织机构的可管理范围权限，用户组织机构权

限设置如下图所示。 

 

5.4.4、角色组织机构权限设置 

 角色组织机构权限是用于批量设置角色对组织机构的可管理范围权限，角色组织机构权

限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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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导出组织机构 

 导出功能无处不在，是非常实用的功能，选择功能菜单中的“导出”按钮，需要导出的

字段即可导出到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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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岗位（职位）管理 

岗位（职位）管理模块主要是针对组织机构的岗位（职位）进行管理，包括：增加、

修改、删除、移动，对岗位设置用户，设置岗位的权限等。岗位管理在企业应用中是一个普

遍应用的模块，也属于其他业务应用的基础。合理的组织与规划组织机构下的岗位，对后期

的管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登录系统后，选择“岗位管理”可以进入岗位管理模块。 

岗位（职位）管理模块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左侧为组织机构树型展示，选择相应的组织

后右侧就会显示所选组织对应的岗位列表。 

 

5.5.1、新增岗位 

单击“添加”按钮，可以打开“添加岗位”界面，如下图所示，编号与名称不允许重复

并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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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修改岗位 

对已经存在的岗位（职位），我们可以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5.5.3、删除岗位 

对于不需要的岗位可以进行删除，在这儿我们是逻辑删除，删除后的岗位就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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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移动岗位 

岗位的变动也是时有的事，这时我们就不用进行修改操作，直接进行移动就可以了，方

便快捷，单击移动岗位，弹出选择要移动到的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5.5.5、岗位用户设置 

我们在增加与编辑岗位时，可以进行岗位的用户设置，增加或编辑成功后，同样可以在

“岗位管理”主界面单击“用户”进行岗位用户的关联设置。需要说明的是，无效的岗位不

能进行岗位用户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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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岗位权限设置 

岗位权限设置界面，我们可以对所选岗位设置其可访问的模块（菜单），拥有的操作权

限。岗位权限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的岗位权限设置界面，整个界面采用了全新的布局方式，最上面是业务系统选择

下拉列表，这儿列出了所有的子系统可供选择，选择一个子系统后下面就会显示当前子系统

所有的模块列表。内容过多时，还可以进行搜索过滤。选中对应模块前面的复选框就表示授

予当前模块可访问的权限，选择一个模块右边就会列出当前模块所有的操作权限项列表，同

理要授予某操作权限项，只需选中前面的复选框，取消权限只需要取消复选框的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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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模块（菜单）管理 

 模块（菜单）管理是整个框架的核心，主要面向系统管理人员与开发人员，对普通用户

建议不要授予访问此模块的权限，以免不必要的错误影响整个框架的运行。在框架中看到的

各个功能模块都是在这儿进行配置的，配置信息保存在数据库中。模块（菜单）管理主要完

成对整个框架各功能模块的添加、修改、删除，模块的移动、合并，模块启用、停用、排序，

设置模块是否为公共模块，分配角色、用户的模块访问权限，设置模块的可见性、业务子系

统管理等， 

 采用独特的按“业务系统”选择来进行模块的管理，当一个集团公司多大几十套业务系

统时，可以大大的提高模块的加载与配置的速度。后面针对模块权限的管理也是按“业务子

系统”的选择分类来的。在模块管理的主界面上可对模块进行排序的控制（控制模块显示的

先后顺序），这也是用户一直很期待的功能，要想排序模块可以直接用鼠标拖动指定模块即

可。模块（菜单）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5.6.1、模块（菜单）添加 

 一个系统要运行在此框架下，必须要进行相应模块配置，添加、修改与删除模块在模块

配置中是最常用的。添加模块的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需要说明以下几项： 

 a）、模块添加 

 1、“父模块” 

 当前添加的模块显示在“父模块”之下，在树型结构中，当前添加的模块为父模块的子

节点。 

2、 “名称” 

“名称”即在框架主界面左侧导航区看到的各个模块的名称，因此应该为相应的模块取

一个见名知意的名称。 

3、 “窗体名” 

对于 WinForm、WPF、SilverLight 结构的程序，“窗体名”与“程序集名称”必须输入，

对于 Web 类型的程序“Web 地址”必须输入。“窗体名”在我们框架中约定为：命名空间

全称+窗体的名称 

4、程序集名称” 

主要针对 WinForm、WPF、SilverLight 结构的程序，其程序集名称一般为编译后的 dll

文件名称，如“RDIFramework.WinModule.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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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ebForm 地址” 

“WebForm 地址”即模块所在的 WebForm 相对路径，主要针对 WebForm 类型程序。 

7、MVC 链接地址 

“MVC 链接地址”针对 MVC 类型而言，相对地址。 

8、图标地址  

“图标地址”主要针对 Web 类型程序，菜单对应的图标显示，一般用相对路径。 

9、模块类型 

“模块类型”主要是对当前模块对应的应用类型进行配置，主要分为三种： 

 Web/WinForm 类型：这种配置类型的模块在 WinForm 与 Web 中都加载出来。 

 WinForm 类型：这种配置类型的模块只在 WinForm 程序中加载，不在 Web 程序中

加载。 

 Web 类型：这种配置类型的模块只在 Web 程序中加载，不在 WinForm 程序中加载。 

10、其他 

  “有效”标志设置此模块是否可用。 

 “公开”标志设置此模块是否为公共模块，公共模块不需要设置模块的访问权限，所有

登录到框架的用户都将拥有“公共模块”。 

 “展开”标志指定对相应的模块在对于 Nav 类型，Tree 类型展示的情况下是否自动展

开。 

 “允许编辑”标志指示当前模块是否允许其他用户修改。 

“允许删除”标志指示当前模块是否允许其他用户删除。 

“菜单”标志指示当前模块是菜单还是菜单项（如：“系统管理”是菜单，“模块管理”

是“系统管理”菜单下的菜单项）。 

 

在图标项右侧，可以选择该模块的图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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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图中不仅可以选择，还可以直接在编辑窗体输入 Font Awesome 的矢量图标样式。

Font Awesome 字体为您提供可缩放矢量图标,它可以被定制大小、颜色、阴影以及任何可以用

CSS 的样式。Font Awesome 的矢量图标样式主要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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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模块（菜单）修改 

对于已经配置过的模块可以进行修改，要修改已存在的模块，可在“模块（菜单）管理

“主界面上单击“修改”按钮。模块修改如下图所示。 

 

 

5.6.3、用户模块（菜单）权限批量设置 

用户模块（菜单）权限批量设置功能用于设置那些用户可以访问那些模块，那些用户不

能访问那些模块等。用户模块（菜单）权限批量设置如下图所示。左侧按组织机构列出了框

架所有的有效用户，右侧为模块（菜单）项，右侧的模块显示会依赖于主界面上当前选择的

业务系统，选中相应的模块后保存，即可为当前选中用户授予模块的访问权限。 

 

5.6.4、角色模块（菜单）权限批量设置 

 角色模块（菜单）权限批量设置功能用于设置那些角色可以访问那些模块，那些角色不

能访问那些模块。角色模块（菜单）权限批量设置如下图。左侧按角色分类列出了框架下的

所有有效角色，右侧为模块（菜单）项，右侧的模块显示会依赖于模块管理主界面上当前选

择的业务系统，选中相应的模块后保存，即可为当前选中角色授予模块的访问权限，取消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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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模块（菜单）导出 

 根据需要我们可以把模块菜单导出到 Excel 中。 

 

 

5.6.6、业务子系统管理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同时管理数套业务系统，让开发更

便捷，管理更规范。在模块管理主界面功能菜单中选择“更多”下拉菜单中的“业务子系统

管理”菜单，即可打开业务子系统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5.6.6.1、添加业务子系统 

在业务子系统管理主界面，选择“添加”按钮，可以直接在表格中新增业务子系统，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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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2、编辑业务子系统 

在业务子系统管理主界面，对于已经存在的业务子系统，如果确实有必要可以对其进行

修改。选择工具栏上的“修改”按钮即可成功修改一个业务子系统，如下图所示。 

 

 

5.6.7、模块的排序 

 模块的排序可以直接由数据库管理员修改模块的排序列，这种方式比较麻烦，我们可以

可以直接在管理界面上对模块进行排序，控制模块显示的先后顺序，大大的方便了管理人员。

模块的排序可直接在模块管理主界面左下角的排序按钮进行操作，待调整合适的顺序后再单

击第三个按钮即可成功完成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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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业务子系统选择 

当我们开发的系统越来越多时，在模块管理界面展示的数据会非常多，显示就会看起比

较乱，这时按“业务子系统”来进行分类模块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模块管理”主界

面工具栏的左侧“业务系统选择”下拉可以选择我们设置的所有业务子系统，选择一个子系

统后，下面就会展示当前所选子系统的所有模块。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58/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5.7 操作权限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对管理要求不断变化、提高，越

来越多的信息都表明权限管理必须向更细、更深的方向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发挥监

督职能，对不相容的资源进行分离与牵制，对重要的事项进行监督与制约，重点突出精细化

管理的要求。操作权限管理模块是框架权限控制的核心，贯穿于整个框架应用之中。这里的

操作权限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些常用的增、删、改、查，应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挖掘。比如可

访问框架的权限，可访问、编辑、删除、拒绝访问某些列的权限、框架资源的管理权限等等。

在开发一个系统时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权限完整的抽象出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合理

的权限粒度抽象更能方便后期的管理。操作权限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权限项管理按照系统模块来进行对应操作权限项的设置，不仅布局合理、而且更加

的方便、更加的高效。可按不同业务子系统进行操作权限项的设置，查看未分配模块的操作

权限项、导出操作权限项、移动操作权限项、移动操作权限项到模块等。  

5.7.1、添加操作权限项 

 添加操作权限项如下图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新添加的操作权限其名称与编号不能重复，

有效标志设置当前添加的操作权限是否有效（即启用该操作权限），默认为启用。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59/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5.7.2、修改操作权限项 

 对已有的操作权限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修改操作权限的界面与新增的大同小异。 

修改操作权限项如下图所示： 

 

5.7.3、删除操作权限项 

对于不需要的操作权限项可以进行删除（逻辑删除），删除前一定要确定该操作权限项

是否在被使用，以免删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5.7.4、移动到操作权限项 

  在操作权限管理主界面可以轻松的实现操作权限的移动或合并，选择要移动的操作权

限，单击“更多”下拉按钮中的“移动到操作权限项”按钮，打开“操作权限项选择”窗口，

选择要移动到的操作权限，即可完成操作权限的移动与合并。操作权限项选择如下图所示。 

 

5.7.5、移动到模块 

在操作权限管理主界面可以把当前选择的操作权限项移动到指定的模块，选择要移动的

操作权限，单击“更多”下拉按钮中的“移动到模块”按钮，选择要移动到的模块，即可把

选择的操作权限项移动到指定的移动下。移动到模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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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未分配模块权限项 

在我们的框架中可以事先添加操作权限项而直接调用接口做权限的控制，框架会自动检

测如果没有就会自动增加访问的操作权限项，自动增加的操作权限项我们可以通过“更多”

下拉按钮下的“未分配的模块权限项”按钮进行查看并管理，当然建议最好是先在这儿规划

好后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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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用户授权管理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会发现，权限控制会经常变动，如：需要调整角色的分配，需要收回

与授予某些角色、用户可访问的模块（菜单）与相应的操作权限、需要给某些角色添加与移

除相应的用户等等，如果没有一个灵活可靠的配置管理工具将会使权限控制变得十分麻烦。

用户授权管理模块就是为了方便用户、角色权限的集中统一管理而开发的模块。在用户授权

管理模块，操作员可以添加或移动用户到指定的角色、可以分配或授予指定用户的模块（菜

单）的访问权限、可以收回或分配指定用户的操作（功能）权限、可以对所有用户、角色、

模块（菜单）、操作（功能）权限进行集中批量设置，用户授权范围的设置，表字段权限的

设置以及表约束条件权限的设置，还可以锁定与解锁用户、设置用户允许/结束登录系统的

时间等。用户授权管理合理的界面组织方式可操作性快速提高，模块的选择以子系统进行加

载，模块的操作权限项也是以模块的选择动态加载，只有设置了模块的访问权限才可以设置

其对应模块的操作权限，对于大型系统加载速度与处理的灵活性都毋庸置疑。用户授权管理

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5.8.1、用户权限设置 

用户权限设置可以集中设置当前所选用户的模块（菜单）访问权限、拥有的操作权限，

是权限设置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功能，用户权限设置如下图所示。在“用户权限设置”界面，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清除当前用户所拥有的所有权限，也可以对其进行模块及操作权限的设置。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62/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在上图全新的用户权限设置界面，最上面是业务系统选择下拉列表，这儿列出了所有的

子系统可供选择，选择一个子系统后下面就会显示当前子系统所有的模块列表。选中对应模

块前面的复选框就表示授予当前模块可访问的权限，选择一个模块右边就会列出当前模块所

有的操作权限项列表，同理要授予某操作权限项，只需选中前面的复选框，取消权限只需要

取消复选框的选择即可。 

 

5.8.2、用户角色设置 

用户角色设置可以方便的添加与移除当前选择用户所归属的角色，用户归属于某个角色，

就意味着该用户“继承”了该角色所拥有的一切权限。在用户角色关联操作界面上，我们可

以为当前用户添加可用角色，也可以移除已经拥有的角色。用户角色设置如下图所示。 

 

5.8.3、用户角色批量设置 

用户角色不仅支持单个用户角色的设置，还可以通过批量的方式来集中快速的对所有用

户设置相应的角色，用户角色批量设置如下图所示。 

 

5.8.4、用户授权范围设置 

用户授权范围设置可以很好的实现授权的再分配，对于大的集团企业可以明显的减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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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权限分配的负担与压力，用户授权范围可以在当前用户拥有的权限下，再次有选择的分

配给其他的操作人员。通俗点讲就是，某些岗位上工作的人是管理员，但不是所有业务的管

理员，只是某个业务领域内的管理员，他在这个业务领域内应该有所有的权限，而且还可以

委托别人来管理、可以授权给别人来管理某个业务，这就是用户授权范围管理，类似于数据

库权限中的级联授权，用户授权范围如下图所示。 

 

“用户”与“角色”Tab 页选设置后，单击顶部 的“保存”按钮，即可设置生效。 

单击 “模块”与“组织机构”Tab 页，可以设置组织机构或模块的范围权限，如下图

所示。 

 

 设置好后右键单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选择“保存”即可保存设置。 

5.8.5、表字段权限设置 

在某些应用中，我们有时需要针对不同的登录用户设置其对特定表的访问，列的访问、

编辑权限。在“表字段权限设置”中我们可以设置用户可以访问的数据表，以及对数据表列

的访问、编辑、拒绝访问权限。用户的表字段权限设置如下图所示，如果数据表过多可通过

左上角的搜索框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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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字段权限设置窗口，左侧列出的数据表，选中即拥有对该表的访问权限，取消则会

拒绝访问该表，同时该表对应的列访问、编辑、拒绝访问权限也会同步取消。如果左侧没有

列出我们需要的数据表。 

 

5.8.6、约束条件权限设置 

有时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用户设置其可以看到某个数据表的数据的条件，在我们这儿就

是约束条件，用户对表约束条件设置如图下所示。 

 

在上图中，我们设置所选用户“陈俊熙”对数据表“产品事例表”的约束条件为

“ENABLED = 1”，在开发过程中，通过我们的服务接口来得到这个约束条件表达式，就可

以对相应用户进行表数据约束的控制了。 

要设置相应数据表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单击“设置条件表达式”按钮，进行所选表对

当前所选用户约束条件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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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锁定用户 

当需要限制某个用户登录时，我们可以锁定用户一段时间（锁定的时间长度可以通过配

置变量：PasswordErrorLockCycle 来设置锁定的长度，默认是 30 分钟）才允许其

登录，单击“访问控制”下拉菜单中的“锁定用户”按钮即可对锁定指定用户，如下图所示。 

 

 锁定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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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锁定的用户，用户就不能登录了，如下用被锁定的用户去登录就会提示“登录账户

被锁定”。 

 

5.8.8、解锁用户 

如果需要手动解除用户的锁定，可以选择对应用户，再单击工具栏“访问控制”下拉下

的“解锁用户”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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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用户登录时间控制 

用户登录时间的控制也是非常常用的功能，可以设置用户允许登录与结束登录的日期，

以限定这个用户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登录，由此可以挖掘很多常用的应用，用户

登录时间控制如图下图所示。 

 

 用户在被锁定时间范围是不允许登录的，如图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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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0、用户权限设置扩展 

在实际应用在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某个操作权限项（按钮）或菜单在某个时间范

围内可以让指定用户访问。此时通过我们的用户权限扩展设置就可以办到。在我们框架V3.3

版本全新增加了用户权限扩展设置的功能。主要是针对用户对操作权限项、用户对模块在指

定时间范围内有效的设置。 

设置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模块与操作权限项的访问权限复选框选中即可授予对应的权限，同时可直接在

TreeList界面单击设置“开始生效时间、结束生效时间”，设置后鼠标移走会自动保存所设置。 

 2、对于公开模块不需要设置模块访问权限，单击复选框右下角会自动提示。 

 3、对于可访问的模块设置了有效开始/结束时间的，取消可访问，要同时清除界面上“开

始生效时间、结束生效时间”的显示，可访问操作权限的同理。 

 4、只要设置了模块的可访问权限后，才对设置此模块对应的操作权限（可编辑，否则

不可编辑）。 

 5、两个TreeList界面只开放“开始生效时间、结束生效时间”两列的可编辑性，同时要在

设置了可访问权限的基础上才可编辑。 

 6、对于两个TreeList控件是联动显示，选中一个模块后，联动显示选中模块对应的操作

权限项。 

7、单击“清除权限”按钮，可清除当前用户所有的模块与操作权限项的可访问权限。 

用户权限扩展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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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设置了模块的可访问权限才能设置对应模块的操作权限项，否则操作权限项列

表是不可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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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角色授权管理 

 角色授权管理模块主要是对角色的相应权限进行集中设置。在角色权限管理模块中，管

理员可以添加或移除指定角色所包含的用户、可以分配或授予指定角色的模块（菜单）的访

问权限、可以收回或分配指定角色的操作（功能）权限、可以对所有角色、用户、模块（菜

单）、操作（功能）权限进行集中批量设置，角色户授权范围的设置（类似于用户授权范围

的设置），表字段权限的设置以及表约束条件权限的设置等。角色授权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

示，我们可以根据“搜索”按钮来过滤角色列表。 

 

5.9.1、角色权限设置 

角色权限设置主要功能就是对选中的角色设置其模块（菜单）访问权限、所拥有的操作

权限。角色权限设置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的角色权限设置界面，最上面是业务系统选择下拉列表，这儿列出了所有的子系

统可供选择，选择一个子系统后下面就会显示当前子系统所有的模块列表。选中对应模块前

面的复选框就表示授予当前模块可访问的权限，选择一个模块右边就会列出当前模块所有的

操作权限项列表，同理要授予某操作权限项，只需选中前面的复选框，取消权限只需要取消

复选框的选择即可。右边的复选框可以操作的前提是左边其对应的模块的复选框被选中。否

则就是灰色的不可选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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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角色用户设置 

角色用户关联主要是对当前选择的角色添加或移除其所拥有的用户，用户归属于某个角

色，就代表其拥有该角色所拥有的所有权限。把一个用户从一个角色中移除，那么该用户在

该角色上所拥有的权限也同步移除。角色用户关联如下图所示。 

 

 在角色权限管理主界面，我们选择“系统配置员”角色，单击“角色用户”按钮，即可

进行“角色用户设置”界面，在角色用户关联窗口可以看到当前角色所拥有的用户，如上图

某个用户不再属于此角色，那么可以移除该用户，也可以把某个有效用户添加到此角色中，

以使其继承此角色所拥有的所有权限。 

5.9.3、角色用户集中批量设置 

在角色权限管理主界面，选择“角色用户关联”，即可打开“角色用户集中批量设置”

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在角色用户集中批量设置界面可以对所有角色添加或移除相应的用户，

真正提高操作员的工作效率。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72/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5.9.4、角色授权范围设置 

角色授权范围设置与用户授权范围设置类似，可以很好的实现授权的再分配，对于大的

集团企业可以明显的减少管理员权限分配的负担与压力。角色授权范围如图下所示。 

 

在上图中的“用户”与“角色”选项卡，操作用户可以设置当前所选角色可以授权的“用

户”与“角色”并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使设置生效。对于“组织机构”、“模块（菜单）”、“可

分配的操作（功能）权限”三个选项卡，我们可以通过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相应

的功能进行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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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表字段权限设置 

在某些应用中，我们有时需要针对不同的角色设置其对特定表的访问，列的访问、编辑

权限。在“表字段权限设置”中我们可以设置角色可以访问的数据表，以及对数据表列的访

问、编辑、拒绝访问权限。角色的表字段权限设置如下图所示。 

 

在表字段权限设置窗口，左侧列出的数据表，选中即拥有对该表的访问权限，取消则会

拒绝访问该表，同时该表对应的列访问、编辑、拒绝访问权限也会同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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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角色约束条件权限设置 

角色约束条件设置就是针对不同的角色设置其可以看到某个数据表的数据的条件，在我

们这儿就是约束条件，角色对表的约束条件设置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我们设置所选角色“系统配置员”对数据表“系统角色表”的约束条件为

“CATEGORY='SystemRole'”，设置好后，就可以调用我们的接口来做相应的数据控制，约

束条件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5.9.7、高级搜索 

当角色过多时，快速搜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角色权限管理”主界面单击“搜索”

按钮就可以打开框架的高级查询对话框进行多条件数据的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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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8、角色权限扩展设置 

在实际应用在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某个操作权限项（按钮）或菜单在某个时间范

围内可以让指定角色访问。此时通过我们的角色权限扩展设置就可以办到。在我们框架V3.3

版本全新增加了角色权限扩展设置的功能。主要是针对角色对操作权限项、角色对模块在指

定时间范围内有效的设置。 

设置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模块与操作权限项的访问权限复选框选中即可授予对应的权限，同时可直接在

TreeList界面单击设置“开始生效时间、结束生效时间”，设置后鼠标移走会自动保存所设置。 

 2、对于公开模块不需要设置模块访问权限，单击复选框右下角会自动提示。 

 3、对于可访问的模块设置了有效开始/结束时间的，取消可访问，要同时清除界面上“开

始生效时间、结束生效时间”的显示，可访问操作权限的同理。 

 4、只要设置了模块的可访问权限后，才对设置此模块对应的操作权限（可编辑，否则

不可编辑）。 

 5、两个TreeList界面只开放“开始生效时间、结束生效时间”两列的可编辑性，同时要在

设置了可访问权限的基础上才可编辑。 

 6、对于两个TreeList控件是联动显示，选中一个模块后，联动显示选中模块对应的操作

权限项。 

7、单击“清除权限”按钮，可清除当前角色所有的模块与操作权限项的可访问权限。 

角色权限扩展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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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设置了模块的可访问权限才能设置对应模块的操作权限项，否则操作权限项列

表是不可编辑的，如图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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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主要针对行政区域、系列、表字段、系统参数、查询引擎管理与定义、数据库

连接管理、系统日志与系统异常、数据字段等的管理。 

6.1 行政区域 

行政区划：简称政区，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区域划分。中国现行的行政区

划实行如下原则：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2、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

县、市；3、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4、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5、直辖市

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6、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的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

级管理而实行的区域划分。中国现行六级行政区，即省级、地级、县级、乡级、村级、组级，

其中省、县、乡三级为基本行政区。 

“行政区域管理”基本在每一个业务系统中都会用到，框架从 3.2 版本开始支持对行政

区域的管理。方便在需要的地方调用，这儿做统一的维护。在行政区域管理主界面上，左侧

的树采用了异步加载的方式，再大的数据量都可以轻松加载。整个行政区域以常用的 4 级划

分，分别为:1->省/直辖市、2->地级市、3->区县、4->镇/街道。 

 
行政区域管理主要针对全国各行政区的管理，方便在需要的地方调用，这儿做统一的维

护。在行政区域管理主界面上，左侧的树采用了异步加载的方式，再大的数据量都可以轻松

加载，行政区域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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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添加行政区域 

 添加行政区域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6.1.2、编辑行政区域 

 编辑行政区域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6.1.3、删除行政区域 

 对于已经取消的行政区域，我们可以删除，当然这个操作要谨慎。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79/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6.2 序列管理 

序列管理是对定义框架的序列或叫“排序码”进行管理，在很多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有

排序按钮，这儿的定义就是针对排序按钮的，当然这儿不般不需要人工来维护，系统都是自

动管理的，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人工来维护，比如：我们想把某个表的序列以指定值开始递

增，在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修改。当然不限于此应用，还有其他的应用也可以。“序列

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6.2.1、增加、修改序列 

修改序列如图所示。 

 

6.2.2、删除序列 

 不再使用的序列可以删除。 

6.2.3、导出序列 

可以把序列数据导出到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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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系统参数管理 

系统参数管理的功能就非常广了，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把所有可能的东西放在这儿定义，

比如：系统的分页大小、系统的数据库类型、用户的访问限制等等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可以在

这儿定义，定义后通过框架提供的接口来使用即可。当然“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有一些数

据是系统生成的默认数据，大家不要删除，“允许删除”与“允许修改”都为假，这些定义

一般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由系统自动在维护。“系统参数管理”主界面如图所示。 

  

6.3.1、增加、修改系统参数 

允许删除、允许编辑： 

增加系统参数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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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删除系统参数 

 对于允许的系统参数，我们可以删除，当然是逻辑删除，如果需要恢复，可以用 DBA

到数据库中物理恢复。在删除前请确保删除的参数在系统的其他地方没有被使用。 

6.3.3、导出系统参数 

可以把系统参数的定义导出到 Exce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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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查询引擎管理 

 查询引擎管理主要是对整个系统的查询引擎定义进行分类管理。用户可以对整个系统所

要用到的查询定义在这儿进行合理分类，如下图所示。 

 

6.4.1、增加、修改查询引擎管理 

修改查询引擎如下图所示。 

  

设置为有效的查询引擎才会被启用。 

 

6.4.2、删除查询引擎管理 

对于可以设置为“允许删除”的，可以删除，否则不能删除。删除的同时，系统还会判

断如果当前引擎分类上已经有查询定义，则也不能删除。要想删除，则应先删除对应分类上

的查询引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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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查询引擎定义 

 在查询引擎管理（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引擎分类定义查询，供用户使用。查询

引擎是根据定义输出查询结果，大大较少代码量，提高开发速度，可用于业务报表数据的数

据源等。查询引擎定义如下图所示。窗口左侧显示的是查询引擎管理中定义的分类，右侧是

选择指定分类我们做的查询引擎定义。 

 

6.5.1、增加查询引擎定义 

增加查询引擎定义如下图所示。 

在增加查询引擎定义界面，“连接名称”是我们通过“系统配置”->“数据库连接管理 ”

定义的数据库连接，这儿可以是任意的数据库类型，当我们选择了其中一种数据库类型，查

询语句的语法就要以我们选择的连接名称对应的数据库类型一至。 

 

 

6.5.2、修改查询引擎定义 

对于已定义的查询引擎，我们可以随时按需修改，修改查询引擎定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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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删除查询引擎定义 

对于不需要的引擎定义，我们可以随时删除，当然在删除前请确保当前待删除的定义在

其他业务应用中没有被引用，以免误删导致业务逻辑的混乱或不起作用。如果有业务在引用

的引擎定义，我们可以修改该定义的“允许删除”值为不能删除，这样就可以避免误删。 

6.5.4、预览查询引擎定义的数据 

我们定义的查询引擎，可以点界面上的“预览数据”按钮来查看我们的定义的数据。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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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数据库连接管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软件直接把数据库连接字符串放在软件执行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中，这种直接把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不管加密与否）放在客户端很不安全。在我们的框架中，

可以挂接无数个各种类型的数据库，通过把这些连接字符串统一通过特殊处理存放到数据库

中，前端开发人员只需要调用相应的数据库访问接口即可，变更数据库服务器地址等都极为

方便，数据库连接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所有数据库连接都通过“连接名称”来统一确定。  

 

 在数据库连接管理主界面，我们可以添加新的数据库连接以满足我们的业务需要，如果

数据库变更，我们也可以修改已有的连接定义，不用的连接还可以进行删除。 

6.6.1、新增数据库连接 

添加新的数据库连接如下图所示，其中的数据库“连接类型”可以在数据字典中进行设

置，默认为 SqlServer，修改与删除操作与其他类似。 

 

6.6.2、修改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连接综合管理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业务系统所需要的数据库都可以在这儿综

合管理与定义，再应用框架提供的接口调用，做到业务系统数据库连接的统一管理。如果数

据库名称改变，IP 地址变更等诸如此类情形，业务代码不需要做任何变更。只要数据库连接

管理中定义的连接名称不变。对于已经存在的数据库连接，若有变更，可以进行修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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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连接界面如下： 

 

6.6.3、删除数据库连接 

对于不再使用的数据库连接，可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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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系统日志与异常管理 

 一个软件在投入运行时不可能没有任何异常，在软件发生异常时及时的记录下来，也好

我们及时对异常进行跟踪，以解决发生的异常，避免异常的再次发生。异常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为客户端发生的异常，另一种为服务端发生的异常。对于客户端发生的异常，通常都会

及时的弹出，用户看到后可以反馈给我们。服务器端产生的异常会自动记录到数据库中，管

理员可以通过框架异常管理进行查看操作。 

框架日志管理对于框架的安全审查有着重要的地位，用户的登入登出情况，模块的访问

情况，服务调用情况，功能操作情况等都应该记录下来，也方便管理人员查看了解整个系统

的使用情况，让异常使用问题即使得到处理。 

6.7.1、系统日志管理 

 在日志管理中，通过分页显示以满足大数据量的要求，因此日志一般数据量都比较大，

通过分页展示，极大的提高了用户体验。同时在这儿提一下，我们的分页控件可轻松满足千

万级的数据分页，分页效果极佳，通过了多个实际大型项目的考验，可放心使用。 

 在“搜索”区域，用户可双击“用户名称”输入框来选择系统用户，以查看相应用户的

操作日志。对于需删除的日志可以选中后进行删除，也可以导出到本地文件中。如果日志文

件过多，影响到整个框架的工作效率了，还可以通过“全部清除”功能是对日志表直接清空，

以提高框架的整体运行效率，建议在清空做先做好日志的备份工作。 

 

6.7.2、系统异常管理 

 在系统异常管理主界面，操作员可以导出系统异常到本地文件，对于不用的数据可以选

中后进行删除，也可以对保存在数据库中的所有异常数据进行清除。同时可以对选中的异常

数据双击或单击“查看异常详细”按钮，打开异常详细查看界面对异常进行查看。我们在系

统异常管理主界面选择一条异常数据，单击“查看异常详细”，打开系统异常详细记录窗口，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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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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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数据字典管理 

 数据字典模块主要对框架所需数据字典（即选项数据）进行管理，整个数据字典数据为

框架所共享，操作员可灵活控制整个框架中的可选数据（主要为下拉框中的列表数据）。提

高数据的重复利用率，加速新项目开发的效率。数据字典管理树结构启用了全新的图标，更

加的清晰，数据字典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左侧按类型列出了所有的字段分类下的字典项，

单击不同的字典项可在右侧展示所选字典的明细。 

 

6.8.1、新增字典明细 

新增字典明细如下图所示： 

 

另，字典明细支持树型结构的展示，这对有树型选项类型要求的用户非常的方便，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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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编辑字典明细 

编辑字典明细如下图所示： 

 

6.8.3、删除选项明细 

对不需要的明细项可以删除掉。 

 

 

6.8.4、添加字典项 

 根据开发的需要，我们可以添加所需的数据字典项。添加数据字典如下图所示，在添加

时需要注意的是编号与名称在同一分类下不能与已有的数据重复。注意，这儿有一个分类项，

主要用于对数据字典进行分类，我们一般建议按各个子系统对数据字典进行分类，这样更方

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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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修改字典类别 

 数据字典的修改操作界面与增加一致。 

 

6.8.6、删除字典类别 

对于确定不再使用的数据字典项，可以予以删除，在数据字典管理主界面选择需要删除

的数据字典项，单击“删除”按钮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删除数据字典项，其对应的字典明

细也会一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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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表字段管理 

 表（字段）综合管理模块主要功能是对数据表本身，表的各个字段做相应的控制，具体

有以下功能： 

 控制对表的访问权限。 

 控制对表列的相应控制权限（列的访问权限、编辑权限、拒绝访问权限、启用对列

的约束控制等）。 

 设置表的那些列用于展示（呈现给用户），那些列可以让用户查询，设置列是否允

许编辑，是否启用列等等。 

表（字段）综合管理如下图所示。 

 

6.9.1、设置表字段的各个编辑项 

可以直接在主界面表字段明细列表的操作中单击编辑图标就可以快速修改当前数据，并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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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设置权限控制表 

在这儿我们可以选择需要做表权限控制的数据表，只有列在“已选数据列表”列表中的

表（Table）才会用来做表权限控制。 

 

6.9.3、导出数据 

选择“导出”可以对表字段明细数据进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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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日常管理 

7.1 消息管理 

“消息管理”模块是对框架的所有消息进行管理，“消息管理”主界面如图所示。通过

左侧的消息分类，可以查看所选分类的所有消息列表。在主界面上我们还可以发送消息、广

播消息、标记消息为已读以及删除指定消息。 

 

消息内容比较多时，可以直接单击对应的消息内容单元格即可显示对应的消息内容。有

链接地址的也可以直接在这儿打开。 

7.1.1、发送消息 

我们可以给指定用户发送消息，如下图所示。 

 

单击“发送消息”界面上的收件人链接，可以打开用户选择，可以选择多个用户，如下

图所示，用户已经按组织机构的分类进行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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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已选择的用户再单击收件人文本框列表中的用户名，即可取消该用户。 

7.1.2、广播消息 

广播消息一般是由超级管理员可以使用，是给所有用户发送一条消息，用户登录后就可

以看到，如下图所示。 

 

7.1.3、已读 

标志为“已读”的消息在用户登录时就不会自动弹出。 

7.1.4、删除消息 

对于无用或已看过的消息我们可以删除掉。 

7.1.5、查看消息 

选择一条待查看的消息，单击功能按钮中的“查看消息”按钮即可查看消息，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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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件中心 

文件中心是一个非常实用功能，可以归档自己平时所需要的文件，也可以把文件分享给

别人，更像一个知识中心。文件中心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左侧“文件夹目录”展示了用户对

文件的分类，只能自己看到，“公共盘”中的文件所有用户都可以看到。选择一个分类，右

侧列出了当前分类的所有文件（第一列会根据文件的类型自动显示对应的文件类型图标），

对于上传的文件没有格式要求，对于已上传的文件也可以下载下来。 

 

7.2.1、文件夹目录管理 

 在文件中心左侧展示了当前用户自己定义的所有文件夹、同时也展示了公共的文件夹，

我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文件夹，如：修改、新建、删除、移动等，所有操作都在右键菜单

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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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修改文件夹 

 选择一个文件夹分类，右键选择修改，即可修改当前所选文件夹，注意的是根文件夹不

允许被修改，如下图所示： 

 

 

7.2.1.2、新建文件夹 

 如果想新建文件夹，可以选择右侧工具栏中的“新建文件夹”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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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移动文件夹 

 选择一个文件夹，右键单击“移动”菜单，弹出文件夹目录，选择需要移动的目标文件

夹确定即可把当前所移过文件夹移动到指定文件夹中，同时待移动的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也

会移动过去。 

 

7.2.1.4、删除文件夹 

 不需要的文件夹我们可以删除，选择待删除的文件夹右键选择“删除“菜单，即可删除

所选文件夹，注意的是：根文件夹不允许被删除、所选文件夹有子文件夹也不能被删除，同

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删除一个文件夹，当前所删除的文件夹对应的文件也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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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文件管理 

 选择对应文件后，右侧会展示对应的文件，文件比较多时，我们可以搜索文件、上传文

件，对文件进行重命名、删除、移动、下载文件、在线预览上传的文件等。 

7.2.2.1、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支持多文件的上传，上传文件如下图所示，选择“添加文件”按钮，把需要的

文件添加进来即可，也可以把需要上传的文件拖动到这儿完成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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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移动文件 

 可以把选择的文件移动到其他文件夹中，移动文件如下图所示，右键选择需要移动的文

件，单击“移动”按钮。 

 

 弹出文件夹选择界面，选择一个文件夹即可把选择的文件移动到当前所选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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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重命名文件 

 对于已上传的文件我们可以修改其名称，右键选择需要修改文件名的文件，选择“重命

名”，如下图所示： 

 

 

 

7.2.2.4、下载文件 

 如果需要把文件下载到本地，只需要右键选择文件后单击“下载”菜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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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删除文件 

不需要的文件我们可以删除。 

7.2.2.6、在线预览文件 

文件的在线预览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支持常用文件的在线预览，如果文件不支持在线

预览就会自动下载下来。要预览文件可以选中文件后右键或单击功能按钮中的“预览”按钮。

PDF 预览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片文件在线预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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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文件在线预览如下图所示。 

 
 针对不直接的文件格式，会自动下载，也可以手机下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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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日程管理 

日程管理基于月、周、日的日历视图，把安排到每一天的具体时间点，让每一天的时间

都充分利用；甚至您也可以把个人非工作事项也安排进来，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全时间管理。

就是将每天的工作和事务安排在日期中，并做一个有效的记录，方便管理日常的工作和事务，

达到工作备忘的目的。同时也具有对员工日常工作进行指导、监督的作用。 

日程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7.3.1、日程各视图展示 

日程可以分别以不同的视图进行展示，以方便客户需求，默认为月视图。各视图展示效

果如下所示。 

1、日视图 

 

 

2、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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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视图 

 

7.3.2、添加日程 

添加日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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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系统新闻 

 系统新闻模块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应用，如用在内部业务系统的展示中或网站

上新闻的展示。新闻可以分类进行管理，非常的实用。系统新闻主界面如下所示。 

 

7.4.1、添加新闻 

 添加新闻必须在左侧的新闻分类中选择一个分类后才可以进行新增。新增新闻如下图所

示，我们可以设置新闻的标题、内容、发布时间、分类、作者等关键信息。 

 

7.4.2、修改新闻 

 修改新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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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删除新闻 

 删除新闻用于对不需要的新闻进行删除。 

7.4.4、移动新闻 

 对于已经发布的新闻我们还可以修改新闻的分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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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管理主要用于发布通知公告以用于业务系统或网站中。通知公告管理如下图所

示。 

 

7.5.1、新增通知公告 

 新增通知公告如下图所示。 

 

7.5.2、修改通知公告 

 修改通知公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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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删除通知公告 

 对于不需要的通知公告可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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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报表中心 

8.1 通用查询 

“通用查询”模块是针对“查询引擎定义”所提供的样例模块，主要就是展示得到查询

引擎定义的数据，开发人员可以以此为参考进行扩展到实际应用中去，通过查询界面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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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表管理 

“报表管理”模块主要用于对日常常用的报表做定制展示。可以自动发布到模块，同时

定义好后可以预览效果，支持多种报表样式（如：折线图、注形图、饼图、地图）等，每种

图例都给出了参考定义的语句。报表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左侧为报表分类，右侧为所选

报表分类下的报表列表，最上面为功能按钮区域。 

 

8.2.1 报表添加与修改 

报表添加主界面分成了 4 个基础设置，分别为：基础设置（设置报表的编号、名称、图

表的类型、所属分类、报表数据源所使用的数据库连接、以及报表的介绍），如下图所示。 

 

 在图表设置区域我们可以设置图表的数据源（SQL），针对所选的图表类型，这儿我们

提供了参考 SQL 设置，只需按规范要求提供相应的 SQL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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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表设置区域主要设置报表展示中图表下面部分的数据列表的数据源，如下图所示。 

 

 在新增报表时，我们可以在新增的同时，同步把报表发布到模块菜单中以供用户调用展

示。如下图所示，指定我们要把报表发布到指定模块即可。 

 

8.2.2 报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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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需要的报表可以做删除操作，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报表已经发布到模块，请同

步删除模块中指定的报表。 

8.2.3 报表预览 

如果报表设置正确，我们可以在报表管理主界面单击预览按钮，对所选报表进行预览，

如下图所示。 

 

8.2.4 报表分类维护 

报表分类数据是存放在框架的数据字典中，数据是树型结构的形式存放，可以到数据字

典管理中统一维护分类，维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删除分类时请确定当前分类下没有指定的

数据，以免删除造成此分类下报表数据的丢失，报表分类维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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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报表数据导出 

通过导出按钮可以导出报表的定义，如下图所示。 

 

8.3 销售报表 

销售报表展示如下图所示。 

 

 打印销售报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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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角色报表 

角色报表是典型的上面是分类图表，下面是角色明细展示，非常典型的应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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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微信公众号 

在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背景下，各种应用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网页或桌面应用了，

IOS、Android、平板、智能家居等平台正如火如荼的迅速发展，移动应用的需求也空前旺盛。

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不想错过这一次移动浪潮，布局移动市场分一份移动红利。的确，智能

手机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手机 app 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比如社交、

购物、娱乐、生活。 

但这也引入了一个问题，如果布局移动市场，就意味着要维护好几条产品线，比如网页、

Android、IOS、微信公众号等，这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一项大的投入。产品对于用户来说，用

户只关心体验。而对于开发者来说，开发者更关心在保证业务流程及数据的正确流转下，如

何对产品线进行集成，来避免做重复工作，这是目前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的问题。微信的应用

已经遍布各个行业之中，很多开发者都加入了微信开发的行列。世间万物，纷繁复杂。如何

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然而，总

是会有一些游戏规则的掌控者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比如，“伟大”而又“令人抓狂”的微信，

微信的伟大是不可否认的，它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生活与工作方式。而之所以说微信令人抓狂，

是因为凡是看过微信文档的开发者普遍存在的心声。 

现在微信越来越火了，公众平台也越来越火，作为一个公司或者网站，没有一个公众号，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更别提递名片了。但我们开通公众平台后，单单靠人工去响应用

户消息，不但技术含量不够，而且人少也忙不过来。幸好微信公众平台有开发模式，只要接

入了微信后台，用户消息会被发送到我们指定的服务器上，然后由服务器向用户回复消息。

这种方式，比提示用户“回复 1 看 xxx，回复 2 看 xxx”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于微信开发相关的系列文章可参考框架博客对应的一系列文章，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9.1 公众号管理 

 为了方便对微信的管理，我们集成了对微信公众号的管理。支持多个多种类型公众号的

统一管理，我们把公众号类型进行了归类，常用的有：个人订阅号、政府媒体订阅号、企业号、

开发测试号，公众号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特别说明的是，这儿集成了多种类型公众号的统一管理，

但当前默认操作的公众号只能是一个，设置某一公众号为默认公众号后，其他的公众号会自动取消默

认。 

 

 在上图中我们可以创建、修改一个公众号，设置某一公众号为默认公众号，删除公众号

以及更新公众号的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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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创建公众号 

 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申请好一个公众号后，启动开发模式就可以在我们框架后台添加对

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创建公众号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红色标签展示的数据项都是必填项，在创建一个新的公众号后台管理时，一定

要确定当前公众号的类型。对于服务器资源 URL 的定义是在框架配置文件中处理，如下图

所示。对于有使用代理上网的用户，还可以在这儿启用并设定代理服务器的设置。 

 

  

 资源服务器的地址如下图中的“自定义服务”，用于我们自己开发的用于接收并处理微

信 服 务 器 转 发 的 各 类 型 请 求 ， 并 把 处 理 的 结 果 返 回 给 微 信 服 务 器 。

 

9.1.2、修改公众号 

 已经创建好的公众号可以修改，修改公众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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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设置默认公众号 

 前面我有提到我们公众号后台管理程序可以管理多个公众号，但我们后台管理人员当前

操作的公众号只能是一个，这个公众号就是默认公众号。设置一公众号为默认公众号后，其

他的公众号就会自动取消默认设置。单击工具栏中的“设置为默认”按钮可以设置选中的公

众号为默认公众号。 

 

9.1.4、删除公众号 

 删除公众号这儿不是真正的删除了在微信上申请的公众号，只是我们删除了我们自己对

公众号的管理与定义。 

 

9.1.5、刷新公众号 Token 

 由于 Access Token 有效期只有 7200 秒，而每天调用获取的次数只有 2000 次，所以需要

将 Access Token 进行缓存来保证不触发超过最大调用次数。另外在微信公众平台中，绝大多

数高级接口都需要 Access Token 授权才能进行调用，开发者需要使用中控服务器统一进行缓

存与更新，以避免各自刷新而混乱。要刷新公众号 Token，我们可单击工具栏中的“更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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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Token”按钮对所有定义的公众号统一刷新。当前这是人手刷新的方式，后面我们会介绍

通过计划任务自动刷新公众号的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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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用户管理-用户组 

我们知道 QQ 好友可以分组，其实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粉丝）也可以分组，分组后便

于管理。用户组的管理可以实现新增、修改、删除用户分组、以及一键同步所有分组，用户

组管理如下图所示。在用户组管理主界面上还显示了对应分组下的粉丝数量，新关注的用户

默认会自动分到“未分组”分组中，我们可以根据实现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分组并把用户移

动到对应的分组中，以方便管理与业务应用的处理。 

 

9.2.1、创建分组 

根据微信公众平台的要求，每个帐号下最多只能创建 1000 个分组。创建分组只需单击

工具栏中的“创建”按钮，创建分组如下图所示。 

 

9.2.2、修改分组 

已创建的分组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修改分组主要是修改分组的名称，修改分组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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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删除分组 

删除分组，对应分组中的用户会自动移动到“未分组”分组中。 

9.2.4、一键同步所有分组 

 对于后期才开发的公众号管理平台，先前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后后台管理程序建立了相应

的分组，我们可以一键全部同步过来。一键同步所有分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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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用户管理-用户列表 

眼前时下流行的经济有个叫粉丝经济，粉丝带动收益。一个好运营良好的公众号肯定会

有一大批的粉丝团，如何挖掘粉丝来产生效益，是微信营销的关键。微信公众号后台本身提

供了粉丝（用户）与用户分组的管理，但这些都是存放在微信的服务器，我们不好拿来分析

应用。因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粉丝放在我们自己的库中，以方便做各种应用分析。微信公众

号提供了相应的接口方便我们调用，可方便的把用户同步到本地,这样我们可以自己为用户

定义更多的信息，以及与本地的业务更好的对接起来。 

 微信用户列表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左侧为用户的分组列表，右侧展示了对应分组下

的用户。通过用户列表主界面上的功能按钮我们可以修改对应用户的备注信息、手动同步对

应用户、一键同步所有用户以及移动用户分组。 

 

9.3.1、修改用户备注信息 

 用户关注公众号后，我们已经自动得到了微信公众号接口返回给我们的所有关于关注用

户的相关信息。我们还可以据此扩展用户的其他信息以方便在应用到业务中去，修改用户备

注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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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手动同步用户 

 微信的用户信息随时在变，如：用户昵称，地址，头像什么的随时在修改，我们本地库

中的数据也应该变才可以。如果用户组非常多，如几万的粉丝，如果每次都通过一键同步所

有用户来做维护，效率会非常低，这时我们就需要针对特定的用户手动同步其用户基本信息。

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微信提供的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接口来同步指定用户。在关注者与公众号

产生消息交互后，公众号可获得关注者的 OpenID（加密后的微信号，每个用户对每个公众

号的 OpenID 是唯一的。对于不同公众号，同一用户的 openid 不同）。公众号可通过本接口

来根据 OpenID 获取用户基本信息，包括昵称、头像、性别、所在城市、语言和关注时间。 

 手动同步用户如下图所示。 

 

9.3.3、一键同步所有用户 

 在进行微信公众号开发之初，我们公众号已经有了一些粉丝数，这时我们可能就需要一

键把这些用户全部同步到我们本地库，一键同步所有用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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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方式都是对已经关注的用户做同步处理。如果我们在用户关注的同时就自动把关

注的用户同步到本地库，这样就更加的方便。 

当我们关注某些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有的公众号会立即给我们回复一条信息。这是如何

实现的呢？原来在用户在关注与取消关注公众号时，微信会把这个事件推送到开发者填写的

URL。方便开发者给用户下发欢迎消息或者做帐号的解绑。为保护用户数据隐私，开发者收

到用户取消关注事件时需要删除该用户的所有信息。我们框架在对用户关注或取消关注公众

号时都做了相应的处理。关注时用户会自动同步到本地，取消关注时本地库中的用户状态也

会变更。 

9.3.4、批量移动分组 

 在上一章节“用户组”管理中我们对用户分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定义好了用户分组，

我们就可以把对应用户归到合适的分组下，方便实现更好的管理，用户移动分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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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自动回复（消息管理） 

当微信用户向公众账号发消息时，微信服务器会先接收到用户发送的消息，然后将用户

消息按照指定的 XML 格式组装好数据，最后 POST 消息的 XML 数据包到开发者填写的 URL

上。 

接收到的普通消息的消息类型目前有以下几种： 

 

接收消息的过程其实就是获取 post 请求的这个 xml，然后对这个 xml 进行分析的过程。

post 请求的入口还是之前提到的微信公众号接入的那个地址，整个公众号的所有请求都会走

这个入口，只是接入时是 get 请求，其它情况下是 post 请求。 

9.4.1、消息回复概述 

微信服务器在将用户的消息发给公众号的开发者服务器地址后，会等待开发者服务器回

复响应消息。微信服务器在五秒内收不到响应会断掉连接，并且重新发起请求，总共重试三

次。 

假如服务器无法保证在五秒内处理并回复，必须做出下述回复，这样微信服务器才不会

对此作任何处理，并且不会发起重试（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客服消息接口进行异步回复），

否则，将出现严重的错误提示。详见下面说明： 

1、（推荐方式）直接回复 success 

2、直接回复空串（指字节长度为 0 的空字符串，而不是 XML 结构体中 content 字段的

内容为空） 

一旦遇到以下情况，微信都会在公众号会话中，向用户下发系统提示“该公众号暂时无

法提供服务，请稍后再试”： 

1、开发者在 5 秒内未回复任何内容 

2、开发者回复了异常数据，比如 JSON 数据等 

另外，请注意，回复图片等多媒体消息时需要预先通过素材管理接口上传临时素材到微

信服务器，可以使用素材管理中的临时素材，也可以使用永久素材。 

消息回复目前支持回复文本、图片、图文、语音、视频、音乐，每一种类型的消息都有

特定的 XML 数据格式。这几种回复消息的 xml 数据格式请参考官方文档，有具体的格式定

义和属性说明。格式很简单，基本共有属性包括 ToUserName、FromUserName、CreateTime、

MsgType，并且每种类型有自己特殊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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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各类型消息的接收与回复 

针对上面提到的 7 种消息类型我们框架都进行了处理，消息回复设置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自动回复主界面上我们可以针对各消息类型定义相应的回复处理。默认回复中可以指

定文本、图标、语音三种类型的回复。各类型消息的回复处理在我们框架的博客文章中有详

细的介绍，可以移动博客微信开发相关的文章详细了解。这儿特殊说明一下，默认回复和关

注回复有 3 种类型：文本，图文，语音（但是同时只能有一种，单选按钮选中的就表明执行

哪种回复）。 

 

9.4.3、文本回复 

 文本回复可以指定多个按关键字来进行回复，同时可以指定关键字的匹配规则为模糊匹

配还是精确匹配，文本回复如下图所示。 

 

 添加回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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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回复的关键字的设计是非常有技术性的一件事，设计得好就会具有很好的用户体验，

关键字的设计要一环扣一环，要起到引导作用的。 

   如：关键字：（我要）   回复： 按 1 得到加礼品一份，按 2 可得书本任意。 

    关键字：（1）      回复： 按 3 获得文具一份，按 4 获得钢笔 

    关键字：（3 或 4）  回复： 请回复您的地址和电话及收件人 

   这样我们将获得系统与用户之间的完整对话，针对用户的会话我们可以结合业务要求进

行相应的处理。 

 

 其他类型的回复如图片回复、语音回复与文本回复类似，参考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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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菜单设置 

 自定义菜单能够帮助公众号丰富界面，让用户更好更快地理解公众号的功能。菜单分为

默认菜单与个性化菜单。个性化菜单接口是为了帮助公众号实现灵活的业务运营，开发者可

以通过该接口，让公众号的不同用户群体看到不一样的自定义菜单，该接口开放给已认证订

阅号和已认证服务号。 

9.5.1、自定义菜单的规则 

1.  自定义菜单分为一级菜单和二级菜单。 

2. 一级菜单数量为 1-3 个，即打开公众账号直接可以看到排列在最下方的最多 3 个按

钮。一级菜单的文字最多不能 4 个汉字，多出来的部分将会以“...”代替。 

3. 二级菜单从属于一级菜单，数量为 1-5 个。二级菜单的文字不最多不能超过 8 个汉

字，多出来的部分将会以“...”代替。 

4. 无论一级菜单还是二级菜单，都有两个触发事件可以选择，分别是：点击（click，

值不能超过 128 字节）和打开网址（view，url 不能超过 256 个字节）。 

5. 当一个一级菜单下有二级菜单存在的时候，这个一级菜单按钮被点击不会有任何事

件发生。 

6. 创建自定义菜单后，菜单的刷新策略是，在用户进入公众号会话页或公众号 profile

页时，如果发现上一次拉取菜单的请求在 5 分钟以前，就会拉取一下菜单，如果菜

单有更新，就会刷新客户端的菜单。测试时可以尝试取消关注公众账号后再次关注，

则可以看到创建后的效果。 

9.5.2、自定义菜单接口可实现按钮类型的种类 

 自定义菜单接口可实现多种类型按钮，如下： 

1、click：点击推事件用户点击 click 类型按钮后，微信服务器会通过消息接口推

送消息类型为 event 的结构给开发者（参考消息接口指南），并且带上按钮中开

发者填写的 key 值，开发者可以通过自定义的 key 值与用户进行交互； 

2、view：跳转 URL 用户点击 view 类型按钮后，微信客户端将会打开开发者在按

钮中填写的网页 URL，可与网页授权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接口结合，获得用户基本

信息。 

3、scancode_push：扫码推事件用户点击按钮后，微信客户端将调起扫一扫工具，

完成扫码操作后显示扫描结果（如果是 URL，将进入 URL），且会将扫码的结果

传给开发者，开发者可以下发消息。 

4、scancode_waitmsg：扫码推事件且弹出“消息接收中”提示框用户点击按钮后，

微信客户端将调起扫一扫工具，完成扫码操作后，将扫码的结果传给开发者，同

时收起扫一扫工具，然后弹出“消息接收中”提示框，随后可能会收到开发者下发

的消息。 

5、pic_sysphoto：弹出系统拍照发图用户点击按钮后，微信客户端将调起系统相

机，完成拍照操作后，会将拍摄的相片发送给开发者，并推送事件给开发者，同

时收起系统相机，随后可能会收到开发者下发的消息。 

6、pic_photo_or_album：弹出拍照或者相册发图用户点击按钮后，微信客户端将

弹出选择器供用户选择“拍照”或者“从手机相册选择”。用户选择后即走其他两种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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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ic_weixin：弹出微信相册发图器用户点击按钮后，微信客户端将调起微信相

册，完成选择操作后，将选择的相片发送给开发者的服务器，并推送事件给开发

者，同时收起相册，随后可能会收到开发者下发的消息。 

8、location_select：弹出地理位置选择器用户点击按钮后，微信客户端将调起地

理位置选择工具，完成选择操作后，将选择的地理位置发送给开发者的服务器，

同时收起位置选择工具，随后可能会收到开发者下发的消息。 

9、media_id：下发消息（除文本消息）用户点击 media_id 类型按钮后，微信服

务器会将开发者填写的永久素材 id 对应的素材下发给用户，永久素材类型可以

是图片、音频、视频、图文消息。请注意：永久素材 id 必须是在“素材管理/新增

永久素材”接口上传后获得的合法 id。 

10、view_limited：跳转图文消息 URL 用户点击 view_limited 类型按钮后，微信客

户端将打开开发者在按钮中填写的永久素材 id 对应的图文消息 URL，永久素材

类型只支持图文消息。请注意：永久素材 id 必须是在“素材管理/新增永久素材”

接口上传后获得的合法 id。 

 

请注意：3 到 8 的所有事件，仅支持微信 iPhone5.4.1 以上版本，和 Android5.4

以上版本的微信用户，旧版本微信用户点击后将没有回应，开发者也不能正常接

收到事件推送。9 和 10，是专门给第三方平台旗下未微信认证（具体而言，是资

质认证未通过）的订阅号准备的事件类型，它们是没有事件推送的，能力相对受

限，其他类型的公众号不必使用。 

 

9.5.3、自定义菜单界面 

 菜单设置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在菜单设置主界面上我们可以获取我们设置好的公众号菜

单，也可以修改与删除菜单。 

 

 在上面我们定义的微信公众号菜单，到微信公众号下查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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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针对定义的菜单做相应的事件处理，在我们框架中都进行了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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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任务调度 

 

10.1 任务调度概述 

 任务调度在各种应用中都会存在，在业务系统中我们为了调度一些自动执行的任务或从

队列中消费一些消息，所以基本上都会涉及到后台服务的开发。在了解任务调度之前，我们

先了解一下实现任务调度的 Quartz.NET 框架。 

Quartz.NET 是一个开源的作业调度框架，是 OpenSymphony 的 Quartz API 的.NET 移植，

它用 C#写成，可用于 winform 和 asp.net 应用中。它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而不牺牲简单性。

你能够用它来为执行一个作业而创建简单的或复杂的调度。它有很多特征，如：数据库支持，

集群，插件，支持 cron-like 表达式等等。你曾经需要应用执行一个任务吗？这个任务每天或

每周星期二晚上 11：30，或许仅仅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执行。一个自动执行而无须干预的任

务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一个严重错误，应用能够知到其执行失败并尝试重新执行吗？你和

你的团队是用.NET 编程吗？如果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你回答是，那么你应该使用 Quartz.NET

调度器。 Quartz.NET 允许开发人员根据时间间隔（或天）来调度作业。它实现了作业和触

发器的多对多关系，还能把多个作业与不同的触发器关联。整合了 Quartz.NET 的应用程序

可以重用来自不同事件的作业，还可以为一个事件组合多个作业。 

总的来说就是 Quartz.NET 是一个开源的作业调度框架，非常适合在平时的工作中，定

时轮询数据库同步，定时邮件通知，定时处理数据等。 Quartz.NET 允许开发人员根据时间

间隔（或天）来调度作业。它实现了作业和触发器的多对多关系，还能把多个作业与不同的

触发器关联，配置灵活方便。相当于数据库中的 Job、Windows 的计划任务、Unix/Linux 下

的 Cron，但 Quartz 可以把排程控制的更精细，对任务调度的领域问题进行了高度的抽象，

实现作业的灵活调度。 

 

 我们框架的任务调度就是基于 Quartz.NET 框架的整合使用，并对任务做了持久化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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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任务调度管理 

 “任务列表”管理模块是放在“系统配置”->“任务调度”下的“任务列表”，任务列

表如下图所示。任务列表主界面左侧显示的是已经创建的任务，右侧为当前选中任务的执行

情况列表。在左侧的任务列表最左边的操作栏，可以通过操作按钮对当前任务做删除、暂停、

启动、删除任务日志的操作。 

 

在任务列表主界面顶部的工具栏中的按钮可用来创建任务，创建的任务分为两种类型： 

1、 创建用户过程调度任务。 

2、 创建程序集任务。 

 

每种类型下的任务又可以分为简单任务与复杂任务。简单任务类似于定时器每隔特定的

间隔时间触发，复杂任务主要是主要是借助 CronTrigger 表达式来实现类似数据库中的计划

任务类型的工作。使用 CronTrigger 你可以指定诸如“每个周五中午”，或者“每个工作日的

9:30”或者“从每个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 9：00 到上午 10：00 之间每隔五分钟”这样

日程安排来触发。甚至像 SimpleTrigger（简单任务）一样，CronTrigger 也有一个 StartTime

以指定日程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有一个（可选的）EndTime 以指定何时日程不再继续。 

下面的章节我们分别对这两种任务类型做介绍。在介绍之前先了解学习一下 Cron 表达

式。 

10.2.1、Cron 表达式 

Cron 表达式是一个字符串，字符串以 5 或 6 个空格隔开，分为 6 或 7 个域，每一个域

代表一个含义，Cron 有如下两种语法格式： 

（1） 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ofMonth Month DayofWeek Year 

（2）Seconds Minutes Hours DayofMonth Month DayofWeek 

一、结构 

  corn 从左到右（用空格隔开）：秒 分 小时 月份中的日期 月份 星期中的日期 年份 

二、各字段的含义 

字段 允许值 允许的特殊字符 

秒（Seconds） 0~59 的整数 , - * /    四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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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每一个域都使用数字，但还可以出现如下特殊字符，它们的含义是： 

（1）*：表示匹配该域的任意值。假如在 Minutes 域使用*, 即表示每分钟都会触发事件。 

  （2）?：只能用在 DayofMonth 和 DayofWeek 两个域。它也匹配域的任意值，但实际不会。因为

DayofMonth 和 DayofWeek 会相互影响。例如想在每月的 20 日触发调度，不管 20 日到底是星期几，

则只能使用如下写法： 13 13 15 20 * ?, 其中最后一位只能用？，而不能使用*，如果使用*表示不管

星期几都会触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3）-：表示范围。例如在 Minutes 域使用 5-20，表示从 5 分到 20 分钟每分钟触发一次  

  （4）/：表示起始时间开始触发，然后每隔固定时间触发一次。例如在 Minutes 域使用 5/20,则意味

着 5 分钟触发一次，而 25，45 等分别触发一次.  

  （5）,：表示列出枚举值。例如：在 Minutes 域使用 5,20，则意味着在 5 和 20 分每分钟触发一次。  

  （6）L：表示最后，只能出现在 DayofWeek 和 DayofMonth 域。如果在 DayofWeek 域使用 5L,

意味着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四触发。  

  （7）W:表示有效工作日(周一到周五),只能出现在 DayofMonth 域，系统将在离指定日期的最近的

有效工作日触发事件。例如：在 DayofMonth 使用 5W，如果 5 日是星期六，则将在最近的工作日：星

期五，即 4 日触发。如果 5 日是星期天，则在 6 日(周一)触发；如果 5 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中的一天，则

就在 5 日触发。另外一点，W 的最近寻找不会跨过月份 。 

  （8）LW:这两个字符可以连用，表示在某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即最后一个星期五。  

（9）#:用于确定每个月第几个星期几，只能出现在 DayofMonth 域。例如在 4#2，表示某月的第

二个星期三。 

三、常用表达式例子 

  （1）0 0 2 1 * ? *   表示在每月的 1 日的凌晨 2 点调整任务 

  （2）0 15 10 ? * MON-FRI   表示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 10:15 执行作业 

  （3）0 15 10 ? 6L 2002-2006   表示 2002-2006 年的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上午 10:15

执行作 

  （4）0 0 10,14,16 * * ?   每天上午 10 点，下午 2 点，4 点  

  （5）0 0/30 9-17 * * ?   朝九晚五工作时间内每半小时  

  （6）0 0 12 ? * WED    表示每个星期三中午 12 点  

  （7）0 0 12 * * ?   每天中午 12 点触发  

  （8）0 15 10 ? * *    每天上午 10:15 触发  

  （9）0 15 10 * * ?     每天上午 10:15 触发  

  （10）0 15 10 * * ? *    每天上午 10:15 触发  

分（Minutes） 0~59 的整数 , - * /    四个字符 

小时（Hours） 0~23 的整数 , - * /    四个字符 

日期（DayofMonth） 
1~31 的整数（但是你需要考虑你月的天

数） 
,- * ? / L W C  八个字符 

月份（Month） 1~12 的整数或者 JAN-DEC , - * /    四个字符 

星期（DayofWeek） 1~7 的整数或者 SUN-SAT （1=SUN） , - * ? / L C #   八个字符 

年(可选，留空)（Year） 1970~2099 , - * /  四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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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5 10 * * ? 2005    2005 年的每天上午 10:15 触发  

  （12）0 * 14 * * ?     在每天下午 2 点到下午 2:59 期间的每 1 分钟触发  

  （13）0 0/5 14 * * ?    在每天下午 2 点到下午 2:55 期间的每 5 分钟触发  

  （14）0 0/5 14,18 * * ?     在每天下午 2 点到 2:55 期间和下午 6 点到 6:55 期间的每 5 分钟

触发  

  （15）0 0-5 14 * * ?    在每天下午 2 点到下午 2:05 期间的每 1 分钟触发  

  （16）0 10,44 14 ? 3 WED    每年三月的星期三的下午 2:10 和 2:44 触发  

  （17）0 15 10 ? * MON-FRI    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10:15 触发  

  （18）0 15 10 15 * ?    每月 15 日上午 10:15 触发  

  （19）0 15 10 L * ?    每月最后一日的上午 10:15 触发  

  （20）0 15 10 ? * 6L    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上午 10:15 触发  

  （21）0 15 10 ? * 6L 2002-2005   2002 年至 2005 年的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上午 10:15

触发  

  （22）0 15 10 ? * 6#3   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上午 10:15 触发 

 

注： 

  （1）有些子表达式能包含一些范围或列表 

  例如：子表达式（天（星期））可以为 “MON-FRI”，“MON，WED，FRI”，“MON-WED,SAT” 

“*”字符代表所有可能的值 

因此，“*”在子表达式（月）里表示每个月的含义，“*”在子表达式（天（星期））表示星期的每一天 

  “/”字符用来指定数值的增量  

  例如：在子表达式（分钟）里的“0/15”表示从第 0 分钟开始，每 15 分钟  

在子表达式（分钟）里的“3/20”表示从第 3 分钟开始，每 20 分钟（它和“3，23，43”）的含义一样 

  “？”字符仅被用于天（月）和天（星期）两个子表达式，表示不指定值  

  当 2 个子表达式其中之一被指定了值以后，为了避免冲突，需要将另一个子表达式的值设为“？” 

“L” 字符仅被用于天（月）和天（星期）两个子表达式，它是单词“last”的缩写  

  但是它在两个子表达式里的含义是不同的。  

  在天（月）子表达式中，“L”表示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在天（星期）自表达式中，“L”表示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 SAT 

  如果在“L”前有具体的内容，它就具有其他的含义了 

  例如：“6L”表示这个月的倒数第６天，“FRIL”表示这个月的最一个星期五  

  注意：在使用“L”参数时，不要指定列表或范围，因为这会导致问题 

 

10.2.2、创建用户过程调度任务 

过程调度任务简单的理解就是可以执行 SQL 语句或存储过程等。创建用户过程调度任务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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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建用户过程调试界面，“过程 SQL”就是执行的 SQL 语句或存储过程或函数等。过

程参数就是过程 SQL 中的参数列表对应的参数值。创建的任务默认是简单任务，如上图我

们创建了一个每 1 分钟执行一次的简单过程任务，其实“无限次”选中就表示不限次数，否

则可以指定执行的次数。要创建复杂任务可以单击“复杂任务”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复杂任务中的各时间项的配置就是 Cron 表达式，每单击一个配置项，右侧都对该配置

项进行了详细的设置说明。设置好后可以单击“检查表达式”来验证 Cron 表达式的正确性。 

 单击确认按钮即可成功创建任务。要删除、暂停、重启、删除任务日志，只需选中任务

后单击当前任务左侧的操作按钮区域对应的操作按钮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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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创建程序集任务 

程序集任务简单的理解就是创建一个自动执行的 C#方法，创建程序集任务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我们创建了一个每 30 分钟自动更新微信公众号开发中的 Token，配置项的中程序集名称格

式为：命名空间+类，具体的开发方法可以参考我们任务调度中的 Job 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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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案例模块 

11.1、产品管理模块 

产品管理模块提供了基本的增、删、改、查、导出、导入、分页等的实现，用户可以做

为参考。界面如下： 

 

新增界面如下： 

 

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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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 

 

组合查询产品数据： 

 

导入： 

我们可以通过 Excel 直接导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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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下载 Excel 模版，让用户规范导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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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产品入库管理模块 

产品入库管理提供了主从表的实现，可以好好参考下，主界面如下： 

 

主从表实现界面如下： 

 

 

11.3、多表组合分页模块 

多表组合分页主要展示多表关联查询分页的方法，供用户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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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PDF 阅读器 

在很多项目应用中，需要对 PDF 文件进行展示，RDIFramework.NET 框架提供了一种思

路可供使用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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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DataGrid 批量编辑 

表格的批量编辑功能是我们在日常开发中常用的功能，我们的框架新增了对表格批量编

辑的案例展示，大家可以以此为基础做深入扩展。 

 

结束编辑后点保存，可以在右下角的提示看到我们批量操作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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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产品分类图 

“产品分类图”报表是我们在报表管理中定义的报表发布出来的模块，如下图所示： 

 

 

11.7、角色分类图 

“角色分类图”报表是我们在报表管理中定义的报表发布出来的模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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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三方控件整合 

本章节用到的第三方组件不属于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附带组件，仅用于介

绍第三方组件如何在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中使用。如果对这些组件感兴趣，大

家可自行斟酌使用。 

12.1、Highcharts 图表在框架中使用部分展示效果图 

Highcharts 是一个用纯 JavaScript 编写的一个图表库， 能够很简单便捷的在 web 网站

或是 web 应用程序添加有交互性的图表，并且免费提供给个人学习、个人网站和非商业用

途使用。HighCharts 支持的图表类型有曲线图、区域图、柱状图、饼状图、散状点图和综合

图表。 

1、折线图 

 

2、面积图 

 

3、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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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柱状图  

 

 5、饼图 

 

 6、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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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雷达图 

 

 8、流程图 

 

 9、蜡烛图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147/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12.2、CKEditor 编辑器测试 

CKeditor 是目前最优秀的可见即可得网页编辑器之一，它采用 JavaScript 编写。具备功

能强大、配置容易、跨浏览器、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开源等特点。它非常流行，互联网上很

容易找到相关技术文档，国内许多 WEB 项目和大型网站均采用了 CKeditor。 

CKeditor 是一个专门使用在网页上属于开放源代码的所见即所得文字编辑器。它志于轻

量化，不需要太复杂的安装步骤即可使用。它可和 PHP、JavaScript、ASP、ASP.NET、ColdFusion、

Java、以及 ABAP 等不同的编程语言相结合。 

CKeditor 相容于绝大部分的网页浏览器，像是 : Internet Explorer 5.5+(Windows)、Mozilla 

Firefox 1.0+、Mozilla 1.3+ 和 Netscape 7+。在未来的版本也将会加入对 Opera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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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即时通讯（IM） 

“即时通讯（IM）”是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全新提供的一个基于 Web 的即

时通讯、内部聊天沟通的工具。界面美观大方对于框架内部进行消息的沟通非常方便。 

登录框架后在主界面右下解会显示即时通讯（IM）的图标，不占用用户的界面空间。

有新信息带来时图标会自动闪烁，同时会有声音提醒非常的方便，类似 QQ 一样。 

 

单击图标会显示企业内部聊天 IM 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在 IM 界面按部门对用户进行

了分组的展示。  

 

 在线用户会高亮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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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一个用户，即可给指定用户发送信息，聊天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我们给“陈俊熙”发了一条消息，我们现在以”wikstone”陈俊熙用户登录框

架，登录成功会自动提示消息，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聊天窗口，我们也可以给发送消息的用户直接回复。 

“企业内部聊天 IM”不仅可以做为简单的聊天工具，同时在业务协同办公过程中也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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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如：当用户收到一个待办业务时，IM 也会自动进行带声音的提示，如下图所示。 

 

 通过“企业内部聊天 IM”我们可以扩展很多应用出来。这儿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的 IM 使

用的是 SignalR 技术。.NET SignalR 是为.NET 开发人员提供的一个库，可以简化开发人员将

实时 Web 功能添加到应用程序的过程。实时 Web 功能是指这样一种功能：当所连接的客

户端变得可用时服务器代码可以立即向其推送内容，而不是让服务器等待客户端请求新的数

据。什么是实时通信的 Web 呢？就是让客户端（Web 页面）和服务器端可以互相通知消息

及调用方法，当然这是实时操作的。SignalR 提供了非常简单易用的高阶 API，使服务器端可

以单个或批量调用客户端上的 JavaScript 函数，并且非常 方便地进行连接管理，例如客户端

连接到服务器端，或断开连接，客户端分组，以及客户端授权，使用 SignalR 都非常 容易实

现。 

 SignalR 技术主要用途：它出现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服务器主动推送（Push）消息到客户

端页面，这样客户端就不必重新发送请求或使用轮询技术来获取消息。可以用在聊天室、看

板、单点通讯、多点通讯，甚至可以结合其他技术用来做视频聊天，当然也有其他用途。 

SignalR 实现机制：SignalR 的实现机制与 .NET WCF 是相似的，都是使用远程代理来实

现。在具体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目的的接口：PersistentConnection 和 Hubs，其中 

PersistentConnection 是实现了长时间的 JavaScript 轮询（类似于 Comet），Hub 是用来解决

实时信息交换问题，它是利用 Javascript 动态载入执行方法实现的。SignalR 将整个连接，

信息交换过程封装得非常漂亮，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全部使用 JSON 来交换数据。 

基本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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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内部聊天 IM 的服务端如下图所示，要使用 IM，必须要先启动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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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框架多语言支持 

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企业和个人寻求生意机会，对商品、服务和信息进行了

解的首选方式。从站在增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建设一个支持多种语言的系统是不

断增加客户数量的前提和提高销售的高效手段。软件系统支持多种语言是企业进行市场营销，

抓住新的用户，建立与新的客户关系和赋予企业品牌一个国际形象的最有效方式。多语言的

系统会为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如：为企业带来新的顾客、为企业增加销售、能够传达以顾客

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能获得更多的信任、可以帮助客户文化上的敏感、能有效打击竞争者、

展示企业的国际性风范等。 

RDIFramework.NET 框架在 WinForm 上一至都有多语言的解决方案的支持。自 3.6 版本

开始，正式提供了对 Web 版本多语言（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其他语言自己扩展添

加翻译即可）的支持。 

14.1、语言类型管理 

 语言类型是多语言的基础，这儿定义了系统支持几种语言，在这儿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就

可以针对特定的资源进行多语言的定义处理。“语言类型管理”在框架“系统配置”->“多

语言管理”->“语言类型管理”，如下图所示： 

 

 在“语言类型管理”主界面，我们已经内置了三种最常用的语言：简体中文、繁体中言

语、英文的支持。在这儿我们可以对语言类型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导出、打印操作。如

编辑语言类型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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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照表”，是语言（文化）代码与国家地区的对照表，如：  

zh-CN 华-中国  

zh-TW 华-台湾  

en-US 英国-美国 

ja-JP  日本-日本 

ko-KR 韩国-韩国 

 

其他的对应关系可以查阅相关文档。 

 

14.2、数据字典翻译 

 有时数据字典项我们也需要针对不同的语言环境做不同的展示，因此我们框架提供了对

数据字典的翻译处理。“数据字典翻译”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主界面左侧列出了我们定义的所有数据字典，右侧则按左侧所选展示其对应的语言类型

翻译值。编辑界面如下： 

 

14.3、模块翻译 

 模块的翻译即菜单的翻译，模块的翻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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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按子系统分类展示了对应的模块菜单列表，单击对应的菜单，我们就可以编辑其多

语言处理值，如下图所示： 

 

14.4、翻译管理 

 针对数据字典、模块等外的多语言处理我们可以在“翻译管理”这边定义处理，如：界

面数据、提示信息等。“翻译管理”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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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翻译管理”主界面我们可以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导出、批量导入，打印翻译等

操作。 

14.4.1、新增翻译数据 

 对于需要新增的翻译项、我们可以单击“新增”按钮来进行新增、新增界面自动根据我

们定义的语言类型进行了展示。如下图所示： 

 

14.4.2、修改翻译数据 

 对于已定义好的翻译项，我们也可以进行修改，修改翻译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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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删除翻译数据 

 对于无用的翻译项，可以进行删除，删除前请确保没有被用到。 

14.4.4、批量导入翻译数据 

 翻译操作通过常规的新增处理效率太低，对此我们增加了批量导入翻译数据的功能。导

入翻译数据如下图所示。 

 

 在导入界面，我们可以下载当前需要导入数据的模版，然后按模版进行数据填充后再进

行导入。要下载模版，单击导入界面上的“请点击这里”链接，下载后的模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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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入界面单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要导入的数据后单击导入，即可进行导入操作，

如下图所示。 

 

 导入完成后，会提示导入成功、失败等相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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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导出翻译数据 

 我们也可以把翻译的数据导出到 Excel 中，如下图所示。 

 

  

http://www.rdiframework.net/
http://blog.rdiframework.net/


RDIFramework.NET快速开发框架━ .NET快速信息化系统开发框架产品使用说明书  给用户和开发者最佳的.Net框架部署方案 

海南国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0-0500-7127(同微信)     QQ：406590790   Email：406590790@qq.com     159/ 168 

框架官网：http://www.rdiframework.net      框架博客：http://blog.rdiframework.net/ 

14.5、多语言效果图展示 

 

14.5.1、简体中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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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繁体中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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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英文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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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框架权限部分测试内容 

 RDIFramework.NET 快速开发框架中的权限控制部分相当的灵活与强大，现在我们列举

部分常用权限测试案例。 

15.1 常用权限部分测试内容 

1、给用户授予权限，看其是否拥有授予的权限。 

2、把用户加入到相应的角色，看其是否自动继承角色所拥有的权限？ 

3、把用户加入到工作组中，看其是否自动继承工作组所拥有的权限？ 

4、给角色授权后，把用户加入到该角色，看其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5、删除角色对应权限后，查看相应角色是否还有对应权限？ 

6、把用户从角色中移除，看用户是否还有其权限？ 

7、角色设置为无效后，其包含的用户是否还拥有改角色对应的权限？ 

8、角色删除后，其对应用户是否还拥有相应的权限？ 

9、角色删除后，其对应的权限是否一并删除？  

10、角色删除后，其对应的范围权限是否一并删除？  

11、角色删除后，其对应的数据权限是否一并删除？  

12、设置角色权限，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13、设置工作组相应权限，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1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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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范围权限部分测试内容 

1、设置用户能访问的组织机构后，查看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2、设置角色能访问的组织机构后，查看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3、设置用户能访问的组织机构后，查看其是否只能访问本组织机构下的员工？ 

4、设置角色能访问的组织机构后，查看其是否只能访问本组织机构下的员工？ 

5、设置用户能访问的员工（职员）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6、设置角色能访问的员工（职员）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7、设置用户能访问的用户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8、设置角色能访问的用户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9、设置用户能访问的角色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0、设置角色能访问的角色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1、设置用户能访问的模块（菜单）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2、设置角色能访问的模块（菜单）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3、设置用户能访问的操作权限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4、设置角色能访问的操作权限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5、设置用户能访问的数据字典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6、设置角色能访问的数据字典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6、设置角色能访问的数据字典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6、设置角色能访问的数据字典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6、设置角色能访问的数据字典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范围权限？ 

1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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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数据权限部分测试内容 

1、设置用户对应的数据权限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2、设置角色对应的数据权限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3、设置对应数据权限不可用后，查看用户是否有相应权限？ 

4、设置对应数据权限不可用后，查看角色是否有相应权限？ 

5、删除对应数据权限后，查看用户是否有相应权限？ 

6、删除对应数据权限后，查看角色是否有相应权限？ 

7、改变相应的约束条件后，查看用户是否有相应权限？ 

8、改变相应的约束条件后，查看角色是否有相应权限？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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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表权限部分测试内容 

1、设置用户可访问的表后，查看用户是否有相应权限？ 

2、设置角色可访问的表后，查看角色是否有相应权限？ 

3、设置用户可访问的表列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4、设置角色可访问的表列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5、设置用户可编辑的表列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6、设置角色可编辑的表列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权限？ 

7、设置用户拒绝访问的表列后，查看是其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8、设置角色拒绝访问的表列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9、设置表列的可访问权限后，查看其是否有对应的访问权限？ 

10、设置表列的编辑权限后，查看其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11、设置表列的拒绝访问权限后，查看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12、设置表列的展示列后，查看是否有相应权限？ 

13、设置表列的查询列后，查看是否有相应权限？ 

14、设置表列的删除权限后，查看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15、设置表列的可用状态后，查看是否有相应的权限？ 

1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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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用户帐号部分测试内容 

1、删除用户后，是否还可以登录？ 

2、用户正常登录，是否记录了登录日志？ 

3、错误的登录方式，是否记录了登录日志？ 

4、用户修改了密码，是否能正常登录？ 

5、设置为系统默认密码，是否能正常登录？ 

6、用户数据删除后，查看数据库是否为逻辑删除？ 

7、对用户登录时间（首次登录时间、上一交登录时间、最后登录时间）的记录是否正

确？ 

8、用户登录后，查看其登录次数是否增加？ 

9、对于离职的用户，用其用户名是否还可以登录系统？ 

10、对于用户状态为“不可用”状态的用户，是否可以登录？ 

11、用户改变密码，系统是否记录了其改变密码的时间？ 

12、密码设置了密码找回问题与答案的，是否可以通过此方法找回密码？ToDo… 

13、最后登录 IP 是否正确？ 

14、最后登录 MAC 地址是否正确？ 

15、用户连接输入系统设定的允许错误密码输入次数，看系统是否能被锁定，限制其登

录？ 

 16、系统设定了密码修改周期（默认：30 天），到了修改周期，用户没有修改过密码，

是否会提示修改？ 

17、系统设置了密码强度检查（如最小密码长度、密码是否为字母与数字的组合等），

对用户输入的密码，是否会对其强度进行检查？ 

18、用户设置为允许登录（恢复其可用状态），看其是否可以登录 ？ 

19、设置了用户在线验证（不允许重复登录），如果用户在线，该用户是否可以再次登

录？ 

20、如果系统允许重复登录，用户已经在线，是否还可以登录？ 

21、用户成功登录，系统是否记住了其在线状态？ 

22、用户正常退出，系统是否记住了其离线状态？ 

23、系统异常退出（程序异常、操作系统异常、病毒、突然断电等），再次进入（其在

线状态还是为在线），看是否还可以登录（注：我们的框架进行了心跳设置，如果异常退出

就不会发送心跳数据，系统会自动判断这样一种情况，这是允许用户再次登录的）？ 

24、用户被锁定了指定时间，在这个时间段是否可以登录？ 

25、锁定时间过了，用户是否可以登录？ 

26、系统设置了在线用户限制（系统默认 300 人），在线人数已满，是否允许登录？ 

27、系统设置了用户允许登录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系统中的记录是否正确？ 

28、系统设置了用户允许登录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在此范围内，用户是否可以成功

登录？ 

29、系统设置了用户允许登录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没在此时间范围，用户是否可以

登录？ 

30、系统开启了 IP 限制，设置了登录的 IP 地址范围，如果不是此地址范围的用户是否

可以登录？ 

31、系统开启了 IP 限制，设置了登录的 IP 地址范围，在此地址范围内的用户，是否可

以正常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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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系统设置了用户密码加密存储，看其对应密码是否进行了加密？ 

33、设定了用户名的最小长度，输入小于此长度的用户名，是否可以过关？ 

34、用户如果在线，是否可以删除用户？ 

35、是否可以删除超级管理员用户？ 

36、允许空密码，对应乃不输密码是否可以进入系统？ 

37、未被激活的用户，是否可以登录系统？ 

38、成功激活后，是否可以登录系统？ 

3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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